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全省文旅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四个一批”推荐活动结果

优秀品牌（54 个）

申报名称 申报单位

“成都文化四季风”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成都市文化馆

城市阅读美空间 成都图书馆

“周末儿童博物馆”品牌活动 成都博物馆

草堂一课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成都金沙太阳节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成都画院小圆桌”公共教育活动 成都画院

“乐动蓉城”月末惠民音乐会 成都市非遗保护中心

城市楼宇“一楼文化” 成都市锦江区文化馆

毛边书局·桃蹊书院 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街道办事处

青少年 DIY 创意图书制作 自贡市图书馆

富顺县乡镇（街道）文艺调演 富顺县文化馆

攀枝花市民讲坛 攀枝花市图书馆

攀枝花市东区社区艺术节 攀枝花市东区文广旅局

泸州市纳溪区图书馆“清凉夏日 快乐阅读” 纳溪区图书馆

“永宁之声”全民阅读推广 叙永县图书馆

德阳市文化馆公益文化列车 德阳市文化馆

旌阳区图书馆“阅享悦读”系列活动 德阳市旌阳区图书馆



中国科技城·绵州讲坛 绵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绵阳市迎春诗会 绵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最美夕阳红·幸福 e 时代”—中老年读者计算机培训 广元市图书馆

大蜀道—广元画家画蜀道创作工程展 广元市美术馆

“书香遂宁·畅享悦读”暨遂宁书市 遂宁市图书馆

“悦读·阅美”全民阅读活动 遂宁市安居区图书馆

“幸福文化广场”品牌活动 内江市文化馆

“大千故里·翰墨薪传”工程——大千艺坛·公益大课

堂
张大千美术馆

文瀚嘉州•百姓直通车——乐艺大舞台 乐山市文化馆

《大风顶》文艺季刊 乐山市马边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嘉陵春江闹元宵”——南充市舞龙舞狮展演比赛活动 南充市文化馆

“千年古城·万家书香”全民阅读文旅共建项目 阆中市图书馆

“书香宜宾大讲坛”讲座活动 宜宾市图书馆

“天籁之音·石海之约”四川·西南·西部民歌大赛 兴文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小丽妈妈讲故事 邓小平图书馆

“岳池杯”中国曲艺之乡系列活动 岳池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文化惠民在身边·巴渠大讲堂 达州市图书馆

三汇彩亭会 渠县三汇镇人民政府

巴人文化艺术节 巴中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翰墨古镇” 巴中市恩阳区美术馆

“文艺轻骑走千村.文化惠民进万家” 雅安市文化馆

二十四节气·儿童自然美育课程 天全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眉山市“我读苏东坡”朗读会 眉山市图书馆

青神县端午龙舟赛 青神县文广旅局



“阅读存银行·书香传万家” 资阳市图书馆

蜀人原乡文化大讲堂 资阳市文广旅局

阿来书屋 阿坝州图书馆

魅力羌山情 茂县文化馆

“康巴讲坛”系列公益讲座 甘孜州图书馆

“新人新作”专场评选活动暨文化惠民演出 甘孜州文化馆

大凉山惠民音乐会 凉山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彝族民歌之乡”文化品牌建设 雷波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巴蜀讲坛 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博物院流动博物馆 四川博物院

天府院坝文化 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群星璀璨”——四川省群文书法、美术、摄影展 四川文化馆

“回望东坡--四川中国书画创作学术邀请展”系列 四川省诗书画院

优秀案例（52 个）

申报名称 申报单位

成都街头艺术表演 成都市文化馆

“成渝地•巴蜀情”2020 年成渝地区公共文化和旅游服产

品采购大会暨成都市第三届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超市活

动暨成都市第三届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超市活动

成都市文化馆

成都市公共图书馆用第三代社保卡作读者证免注册服务 成都图书馆

成都市锦江区旅游“厕所革命”提升工程 成都市锦江区文体旅局

龙泉驿区文化小康指标体系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体旅游局

崇州市基层工作优秀案例展演 成都市崇州市文体旅局

“悦读空间”服务项目 自贡市图书馆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提档升级示范项目 自贡市贡井区文化广电旅游局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总分馆体系建设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非遗助脱贫 傈僳村寨展新颜 米易县文广旅局

党建引领创新文旅融合发展 盐边县红格镇人民政府

江阳区图书馆创新管理机制有效激发场馆活力 泸州市江阳区公共图书馆

合江县川剧文化传承与发展 合江县川剧团

中江县文化馆总分馆制特色分馆建设 中江县文化馆

“科教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地震科普宣传 绵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函海》重刊 绵阳市安州区文广旅局

绣德绣才绣人生，巧手绣制脱贫梦 广元市朝天区文旅体局

旺苍县图书馆“张文敬科普阅览室”建设与服务 旺苍县图书馆

《巡看遂宁“国宝”》遂宁市流动博物馆 遂宁市博物馆

抓住文化振兴机遇传承民俗打造特色 射洪市天仙镇

幺幺玩绘本 内江市图书馆

巴蜀文旅新地标·张大千博物馆 张大千博物馆

乐山沙湾沫若戏剧小镇 乐山市沙湾区文体旅局

井研农民画画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井研县文化馆

一乡一品 仪陇县文化馆

“戏曲进校园”基层教学服务活动 蓬安县文化馆

宜博课堂进校园 宜宾市博物院

筠连县幼儿绘本阅读活动 筠连县图书馆

邓小平文献巡展 邓小平图书馆

推行“六个坚持” 助力脱贫奔康——武胜县白坪-飞龙

乡村振兴示范区旅游扶贫典型案例
武胜县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

“寻觅巴人遗踪 传承红军精神”---巴地图志探秘 达州市博物馆

https://www.so.com/link?m=b2rTdTYGIUWF3o+BjxEUkKcT5ggkrY5nIDkG5L0UP4Fz6ZiHPo9HrDhO5XUCg5Ts9DEgkbv3KQbnqnBgBfrIpysMH2EF7+cQWSO/LfFrqAJtsgYY+6CEQ3ItGPvhi1HthxvwL8rmV6YQRXHOTM7dtxXKCQDLld+xSWm7TfGo3nQfvoGwgJ9w8H/qMF4mqWhpYItayzYH5fUB2aS3VJ/mxugndJyt7irNAxRy/0MOxW2UtTNCeWdTmFkVviRIN/UDP1QWuuIPjBmFnnuu1


指尖上的图书馆 达川区图书馆

“书香伴成长计划”开江县农村留守儿童课外阅读辅导 开江县图书馆

红色微党课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剪纸剪出脱贫致富路 通江县文化馆

光雾山“藤蔓”主题生态旅游厕所 南江县文广旅局

发掘非遗资源，推进文旅融合 雅安市文化馆

熊猫山谷生态环保旅游厕所建设 雅安市雨城区文体旅局

栗子坪乡孟获村旅游扶贫 石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依托天府旅游名县创建 打造生态主题旅游厕所矩阵 洪雅县文广旅局

青神竹编—非遗编出脱贫路 青神县文广旅局

安岳县图书馆馆中馆《汪毅文献特藏馆》 安岳县图书馆

乐至县“五点钟书屋” 乐至县图书馆

创新阅读空间—羌族文献数字化阅读 茂县图书馆

九寨沟景区环保厕所建设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穿越千年历史的傩魂—西南民族面具艺术巡展 甘孜州博物馆

“嘉稚绒”非遗传习所带领妇女走致富路 丹巴县文化馆

《凉山之舞》广场舞系列 凉山州文广旅局

书香德昌 全民悦读 德昌县图书馆

“默化——古籍里的传统医学文化与当代生活、艺术的潜

移”展览
四川省图书馆

《探寻古蜀之光》博物馆主题教育项目 四川博物院

四川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线上体验专题 四川省图书馆



优秀团队（46 个）

申报名称 申报单位

成都市武侯区文化馆服务运营中心(四川知点文化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文化馆

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火龙龙狮俱乐部 双流区黄龙溪镇人民政府

竹麻号子团队 邛崃市平乐镇人民政府

大邑县三加二读书荟 大邑县新场镇人民政府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志愿者服务队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自流井区文化馆大学生文化志愿者团队 自流井区文化馆

攀枝花市文化馆女子合唱团 攀枝花市文化馆

攀枝花市东区紫荆花文艺创作演艺协会 攀枝花市东区文化馆

七彩炫舞舞蹈队 攀枝花市西区文化馆

“酒城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团队 泸州市文化馆

德阳市文化馆舞之韵艺术团 德阳市文化馆

“梦想明天留守儿童合唱团”文旅志愿服务中队 德阳市罗江区文化馆

绵竹市全民阅读促进会 绵竹市文广旅局

兰小奇名家工作室 三台县文广旅局

绵阳市游仙区富乐民族乐团 绵阳市游仙区文广旅局

绵阳市天青苑川剧团 绵阳市涪城区文广旅局

老妈妈艺术团 广元市文化馆

雄关小说“精品”创作团队 剑阁县文化馆

船山桃子龙文艺“轻骑兵” 船山区文化馆

沈门蓬溪五人 蓬溪县文广旅局

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队 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

隆昌莲峰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隆昌市文广旅局



恒旅网 乐山市宣促中心

夹江年画研究所 夹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甘嫫阿妞”艺术团 峨边彝族自治县文化馆

幺妹组合 南充市文化馆

南充市高坪区老年大学 南充市高坪区老年大学

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

长宁县竹乡青音旅游服务队 共青团长宁县委

宣汉县巴山民俗演艺团 宣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金秋合唱团 通川区文化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志愿服务队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刘伯坚纪念馆志愿讲解队伍 平昌佛头山文化产业园管委会

宝兴县夹金山摄影书画院 宝兴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汉源牛组合 汉源县文化馆

仁寿大舞台艺术团 仁寿县文广旅局

资阳市“花溪艺术团”志愿服务队 资阳市文化馆、雁江区文化馆

乐至县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 乐至县文化馆

松潘县土琵琶弹唱协会 松潘县进安镇大党委

理县乌兰牧骑演出队 理县文化馆

康定地区老年文化体育协会 康定市文化馆

巴塘藏戏团 巴塘县文广旅局

邛海康旅小镇管理团队
西昌市邛海国际康养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红色文化志愿讲解团 冕宁县文物管理所

“妙手书医”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团队 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博物院成人志愿者团队 四川博物院



优秀站点（48 个）

申报名称 申报单位

成都市天府新区地平村综合文化活动室 天府新区籍田街道办事处

成都市东部新区贾家街道菠萝社区综合文化站点 成都东部新区贾家街道办事处

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街道双眼井社区文化活动室
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街道双眼

井社区居委会

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新桥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新桥

社区居委会

都江堰市石羊镇综合文化站 都江堰市石羊镇人民政府

彭州市梨花读•乡村图书馆 彭州市熙玉村村民委员会

大邑县安仁镇综合文化站 大邑县安仁镇人民政府

自贡市大安区黄桷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自贡市大安区何市镇人民政府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詹井村村史馆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综合文化站 攀枝花仁和区平地镇人民政府

泸县牛滩镇综合文化站 泸县牛滩镇人民政府

叙永县吊洞砂锅博物馆 叙永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古蔺县黄荆镇香楠村村史馆 古蔺县黄荆镇人民政府

德阳市旌阳区孝泉镇综合文化站 德阳市旌阳区文体广旅局

广汉市南丰非遗艺术博物馆 广汉市文体广旅局

什邡市师古镇综合文化站 什邡市师古镇人民政府

北川县通泉镇神木寨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北川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盐亭县玉龙镇综合文化站 盐亭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苍溪县唤马镇乡村建设和文化旅游服务中心（苍溪县唤马

镇综合文化站）
苍溪县唤马镇人民政府

昭化区元坝镇五一村文旅公共服务站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人民政府

射洪市大榆镇螺湖半岛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射洪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大英县斗笠村文化服务中心 大英县文化馆

威远县四方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陈列馆） 内江市文广旅局

资中县罗泉会议会址纪念馆 资中县兴旅文化旅游投资公司

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综合文化站 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

峨眉山市绥山镇红华苑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峨眉山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南充市顺庆区西山街道群众文化活动中心（顺庆区文化馆

西山分馆）

南充市顺庆区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

南充市图书馆北岭颐园社区分馆 南充市图书馆

南部县宋家坪民俗村史馆 南部县西水镇人民政府

江安县夕佳山镇综合文化站 江安县基层文化旅游服务中心

高县庆岭镇综合文化站 高县庆岭镇人民政府

广安区协兴镇天星社区博物馆 广安区协兴镇天星社区博物馆

邻水县城北镇金垭村村史馆 邻水县城北镇人民政府

通川区秦巴农耕文化博览馆 通川区磐石镇场坝村村民委员

会万源市青花镇文化广播影视站 万源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巴州区大和乡界牌村民俗博物馆 巴中市巴州区文广旅局

红军胡大林战场遗址陈列馆 雅安市名山区文体旅局

眉山市图书馆“先锋书吧”军营分馆 眉山市图书馆

眉山市彭山区黄丰镇综合文化站 眉山市彭山区文广旅局

青神县汉阳图书馆 青神县文广旅局

资阳市雁江区文化馆丰裕镇分馆含英民俗展览馆 资阳市雁江区文化馆

乐至县回澜镇文化服务中心 乐至县回澜镇人民政府

黑水县色尔古镇五里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黑水县色尔古镇人民政府

马尔康市松岗镇哈飘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马尔康市松岗镇人民政府

炉霍县雅德乡交纳村文化活动室 甘孜州文广旅局



德格县龚垭镇文旅公共服务站 德格县文广旅局

宁南县西瑶镇文化站 宁南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盐源县润盐镇文化站 盐源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