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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贤半岛旅游区

大千故里 甜城内江
石牌坊旅游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级旅游景区）
）

历史源远流长，交通区位优越。内江市位
于四川盆地东南部、沱江下游中段，是开发较早
的巴蜀腹心城市，东汉顺帝永建年间(126—144
年) 置 汉 安 县 ，曾 称 汉 安 、中 江 ，距 今 已 有 近
2000 年的历史，是川中文化发达地区之一。由
于历史上盛产甘蔗，制糖业发达，鼎盛时期糖产
量占到全川 68%、全国的 26%，故又被誉为“甜
城”。内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及成渝城市群腹心，东连重庆，西接成
都，南通自贡、宜宾、泸州，北到遂宁、南充，是川
南重镇、成渝之心。
人文资源丰富，自古才俊辈出。内江人杰
地灵，才俊辈出，涌现了“一师、二相、三状元、四
大家”——孔子之师苌弘，南宋宰相赵雄、明朝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唐朝开元年
间状元范崇凯、南宋状元赵逵、清末代状元骆成
骧，南禅高僧丈雪、国画大师张大千、新闻巨子
范长江和被孙中山授予“大将军”称号的喻培伦
等历史名人。
文物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有千年古
镇罗泉镇，历史文化名城资中古城，
“立体史书”

隆昌古牌坊群、
“川中第一禅林”圣水寺、佛教古
刹西林寺、古朴精美的重龙山摩崖石刻、东林寺
的千手观音、
“巴蜀四大文庙”之首的资中文庙、
始建于明代的资中武庙等历史文化遗迹。现有
地面不可移动文物 2265 处，其中：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 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9 处，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镇 2 处(罗泉古镇、云顶古镇)，省级
历史文化名城(资中县)、名镇(资中县铁佛镇)各
1 处，
馆藏文物 3800 余件/套。
民俗文化丰富，民间艺术众多。有盘破门
武术、牛灯舞、石坪山歌、翔龙节、永东火龙、云
顶鬼市等民间风俗，有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烙
烤画、夏布、土陶、青石雕刻等传统民间文化。
威远县、市中区先后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市中区永安镇、东兴区永东乡、隆昌县
双凤镇、资中县板栗桠乡、威远县越溪镇 5 个乡
镇被命名为“四川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目
前，全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
个、省级名录项目 16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 1 名、省级 12 名，国家级非遗基地 2
个、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 1 个、省级非遗传

习基地 1 个。
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美。内江旅游
资源丰富，共涉及 8 个主类、24 个亚类和 115 个
基本类型，湖泊风光、森林峡谷、穹窿地质地
貌，形成独特的自然景观。境内有世界地质奇
观威远穹窿地质地貌、喀斯特奇观圣灵山溶
洞、九曲十一弯的甜城湖、川南明珠古宇湖、
川中青城白云山等自然景观。全市有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7 家 （大千文化旅游产业
园、范长江文化旅游园区、黄鹤湖旅游区、乐
贤半岛旅游区、石牌坊旅游区、古宇湖景区、
威远世界无花果博览园）、国家 AAA 级旅游
景区 1 家 （东兴老街景区）、国家 AA 级旅游
景区 3 家 （资中重龙山——白云山风景名胜
区、隆昌云顶寨、石板河景区），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 2 个 （黄鹤湖水利风景区、古宇庙水库
水利风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 2 处 （资中县
白云山-重龙山省级风景名胜区、隆昌县古湖
风景名胜区），省级自然遗产 1 处（威远穹隆地
貌），省级森林公园 2 处（东兴长江森林公园、威
远县白牛寨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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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园旅游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景区位于沱江之滨，与川南第一广场“大
洲广场”隔江相望，占地 280 亩，是集文化、
宗教、旅游、美食、休闲、文旅产业为一体的
开放式主题园区。
园区旅游资源丰富，设施完善，功能齐
备，拥有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张大
千故居、张大千博物馆及文化名人馆，荣获四
川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首届四川省 （文旅
类） 名片、四川省特色文化旅游品牌企业、四
川省对台文化交流示范基地、四川省青少年社
会实践教育基地等称号。
范长江文化旅游园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位于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为纪念新中国
新闻学家、社会活动家范长江同志，结合新农
村建设而新建的文农旅综合性园区，是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以传承和弘扬长江精神为理
念，突出长江新闻文化、川南民俗文化、田园
农耕文化三大特色，由范长江生平事迹陈列
馆、长江故里社会变迁馆、长江大课堂和长江
现代农业园组成。
石牌坊旅游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位于内江市隆昌市城区，由南关古镇、北
关景区和莲峰公园组成。隆昌石牌坊现存 17
座，距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是集历史、文
学、力学、建筑学、美学为一体的明清建筑精
粹，素有“立体史书”之称，是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价值、社会教
育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

黄鹤湖旅游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位于内江市市中区永安镇，由 2 个游客中
心、黄鹤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川南大草原、
尚腾新村、永安现代农业园区等组成，有画家
村、草原湿地、滨湖酒店、房车露营地、滑草
场、跑马场、葡萄采摘园、国家级垂钓基地等
景点，是集文化创意、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为
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
世界无花果博览园旅游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位于内江市威远县向义镇四方新村，由游
客中心、无花果走廊、采摘科普区、精品民宿
区、戏水游乐区等构成，有四方湖、李时珍广
场、无花果研究所、创客中心等景点，汇聚了
以色列、美国、法国等国家无花果优质品种
63 个，集中展现了世界各地的无花果产品和
文化风情。
古宇湖旅游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位于内江市隆昌市古湖街道古宇村，是国
家水利风景名胜区、国家湿地公园、省级风景
名胜区。湖区水域面积 5.4 平方公里，湖中岛
屿和半岛众多，四周松林环绕、候鸟云集，素
有“川南明珠”“侯鸟乐园”之称。每年秋冬
时节，近 10 万只候鸟在此栖息，是四川境内
极佳的冬季观鸟胜地。
石板河旅游区 （国家 AA 级旅游景区）
位于内江市威远县连界镇，地处“世界第
七大旅游地质奇观”威远穹隆地貌核心区，河
床经河水长年累月冲刷，底部平坦，河水清
澈，全长 7 公里，有“中国最长石板河”之
称。有碧水长滩、响滩子瀑布、水帘飞虹、水

舞山涧、戏水战场等景点，是戏水踩水的乐
园、避暑游玩的天堂。
乐贤半岛旅游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位于内江市市中区乐贤工业园区，坐落于
美丽富饶的沱江之滨，以沿三元山脉展开的巴
蜀古驿道为轴线，串联周边文化观光体验区、
精品动植物观光区、主题游乐体验区、滨江湿
地休闲区。由塔山特色小镇、三元塔、大千欢
乐世界主题游乐园、乐贤半岛沱江右岸文化生
态带等组成。
罗泉古镇旅游区
位于内江市资中县罗泉镇场镇，始建于三
国时期，依溪而建，古朴幽深，似“蛟龙”，
有“川中第一龙镇”之称，是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镇和中国 100 个千年名镇之一，有全国唯一
敬奉管仲的盐神庙等“九宫一寺八庙”，因辛
亥革命保路运动中著名的“罗泉会议”而载入
中国近代史。
万达·内江文旅城
万达·内江文旅城是万达集团重点打造的
一座集文旅、商业、体育、人居为一体的超大
型文化旅游项目，包含文化旅游区和旅游新
城，文化旅游区主要包含汉安湖、文旅小镇、
休闲运动公园三个板块，即“一湖一镇一
园”。通过“夜经济”、“夜文化”的价值传
递，突出夜间经济和内江人文特色，打造独特
的 24 小时生态、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实现
让内江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新地标的愿景。
（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曹永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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