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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至 20日，记者随中南省级
党报记者采访团到湖南张家界采访，该市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给记者留下深刻
印象。联想到我省旅游业发展现状，特别
是新乡南太行的旅游开发，感觉张家界有
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看张家界如何提质升级

初冬时节，天气渐凉，按说此时是张
家界旅游的淡季。但记者看到，在张家界
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另据介绍，一批通向
张家界的铁路、高速、机场等大项目改扩
建工程相继实施或完工……整个张家界
充满生机与活力，一个“升级版张家界”呼
之欲出。

“提质张家界、打造升级版”，张家界
市委书记杨光荣对记者说，去年 7月该市
提出加快推进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建设，
实施六大提质升级行动、采取六大保障措
施，争取通过 5 年努力，使全市旅游年总
收入达到 500亿元。今年 1至 10月，全市
各景点共接待游客 3157.9万人次，其中境
外 游 客 191.94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2%、22.5%、
16.3%。目前，到张家界旅游的客源国和
地区达到 52个，韩国客源历久弥新，东南
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游客持续增加、占
到了境外游客的 54.4%。

旅游城镇建设、旅游景区建设、旅游
设施建设、旅游管理服务、旅游融合发展、
文明城市创建，六大“提质升级行动”拉开
了张家界建市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大
幕。张家界也日益成为国际资本和国内

战略投资者聚焦地，吸引了来自美、日及
我国港、台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国内
20 多个省市的战略投资商的目光，先后
建成了京武铂尔曼、青和锦江、阳光酒店、
碧桂园凤凰酒店等高星级宾馆及天门洞
生态体育公园、国际影视文化中心等高端
旅游设施项目。今年 76个重点项目投资
规模达到 763.36亿元。

看张家界如何玩出新花样

张家界的营销面向全球，而且经常玩
出新花样，以此吸引游客的眼球。

“阿凡达很远，张家界很近”。自从知
道《阿凡达》里的悬浮山就在这里，游客一
到张家界，必去看“哈利路亚山”的原型
——乾坤柱。当地人告诉记者，在张家界
的景区排名中，袁家界由过去的第三位飙
升至第一位。影片的全球热映，为景区引
来了不少国外游客。

为吸引海外客源，张家界做足“借题
发挥”大文章。10月 19日，来自世界各地
的 26 名选手像鸟一样在天门山盘旋，天
门山连续举行了三届翼装飞行世锦赛，已

成为全世界翼装飞行运动员心目中的“奥
运会”。从 2009年开始，每两年举办的张
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把五大洲的乡村乐
队吸引到张家界的山水间尽情歌舞。

此外，俄罗斯战机穿越天门洞、世界
高空王子天门山走钢丝、云梦仙顶“冰冻
活人”赛、法国轮滑大师挑战天门山 99
弯、“蜘蛛人”徒手攀爬“世界第一梯”、全
国首创人体彩绘骑行、张家界核心景区限
时段对全球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每一
次都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刺激着旅游市
场的神经。

张家界市长许显辉说，通过“提质张家
界、打造升级版”战略稳步推进，张家界目
前已成为集山水经典游、文化体验游、户外
休闲度假等于一体的复合型旅游目的地。

看张家界如何深度挖潜

夜幕降临，在张家界天门山峡谷，以天
门洞为背景的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
海砍樵》拉开序幕，一场感天动地的人狐相
恋神话故事，通过独具匠心的音乐舞美声
光电子编排，加上原汁原味的湘西民族特

色歌舞表演，令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嗨得不
行，回味无穷。此外，还有常年上演的室内
剧《魅力湘西》，可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上刀
山下火海及神秘的湘西文化……

据悉，仅去年，张家界演艺节目接待
观众近 200万人次，创收近 4亿元。

“白天看山头，晚上抱枕头”， 游客
消费水平偏低，人均消费不足 600 元；停
留时间短，一日游两日游居多——与国内
很多景区一样，张家界也曾有过旅游形态
单一的尴尬。为此，张家界近几年在文化
旅游融合方面大做文章，给山水注入“灵
魂”。政府重点扶持有实力创品牌的文化
企业，并斥资 1.6亿元，修建了从城区到天
门山峡谷剧场的公路。此外，采取引进战
略投资者投资入股、兼并、收购等办法，培
育出了黄龙洞、魅力湘西、天元山水等十
几家骨干文化企业。2011 年底，通过整
合资源，组建了拥有总资产近 4 亿元、年
最大接待观众量可达 300 万人次的张家
界魅力神歌文化传播集团。

张家界还善于造“节”。中国张家界国
际森林保护节、中国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
周、中国张家界山歌节、桑植民歌节、元宵灯
会等都已成品牌节会，吸引着海内外游客。

张家界旅游正在深入地与文化、养
生、农业等产业融合。中国大鲵生物科技
馆、张家界博物馆为游客揭示张家界神奇
生物和地貌的秘密。游客还可到溪布街
水上酒吧泡吧、逛创意工坊、吃特色小吃、
和土家阿妹对歌……听说还准备建野奢
酒店、树屋旅馆、洞穴酒店……多种方式
休闲，使张家界的魅力，由白天延伸到夜
晚，由黄金周延续到了四季。

有 文 化 的 山 水 更 摄“ 魂 ”
——感悟张家界旅游何以持续升温

□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他山之石

就业乃民生之本。近年来大学生
就业难现象愈发凸显，引发社会共同
关注，如何破解是摆在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面前的一个课题。对此，中国没
有回避这个课题，今年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施不
间断的就业创业服务，提高大学生就
业创业比例”。因此，我们看到从中央
到地方密集出台扶持政策，助力高校
毕业生创业就业。可这些政策“福利”
是否都送到高校毕业生的手里了？

俗话说：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

底。其实，国家和地方对高校大学生
创业就业的扶持是一贯的，目的就是
让大学生们各尽其能，发挥聪明才智，
将这部分高素质人才转化为人力红
利，助力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退
一步说，制定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本身
就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调研、草案、
修订等一系列程序，如果没能让这些
扶持政策的效能充分发挥，不仅辜负
社会关心与关爱高校毕业生的初衷，
还可能折损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创
业就业工作的热情。

如今已是信息时代，大学生应该
是掌握新鲜事物、获取新资讯最快速
的一个群体，可为何连他们都不知道
这上千万的创业补贴？虽说 5000 元
对一些胸怀大志的创业者来说是杯水
车薪，但对大多数普通大学生创业者
来说，可能就是他们挖到第一桶金的
有力支撑。

创业补贴遇冷的原因不外乎两
点：一是相关部门宣传不够，与创业者
的交流较少。凡一个好的政策出台，
都要做好足够的宣传，让大家都知晓，

才能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若只是
一小部分人了解，那么这个政策再好
也没用。不仅是对政策的宣传，更要
适时地更新政策执行情况，让行政权
力运行更透明，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群
众的信赖，提升政府公信力。

二是创业者害怕申请程序繁琐，
进而放弃补贴。毋庸讳言,很多人都
觉得，政府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有些想创业者唯恐自己资格不够，或
申请程序繁琐，望而却步。针对这一
情况，有关部门在用心制定政策的同

时，还要用心做好宣传，
最好能再具体点，再明
确点，把申请条件和流程一
并公开，鼓励创业者踊跃报
名。切不可摆出“姜太公钓鱼”
的架势——反正我的货好，你
爱要不要！

同时，作为有意创业的大学生，主
动学习、了解政策，善于用好、用足政
策，本身就是干事创业者必须具备的
应有要义。既然想创业，何不从研究
政策做起呢？

扶持创业好政策，
缘何“叫好不叫座”

□ 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

727 万人——今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又攀上了一个新高
度。在逐年增加的就业大军中，有不少大学生离开“找工作”的队
伍，在创业之路上摸爬滚打，一些年轻的 CEO不断涌现。为了鼓
励大学生创业，中央、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但现实却
是各类补贴“藏在深闺”少人问津。

今年 8月份，河南省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大大学生创业扶持力度的通知》，新乡市迅速落实此项政策，创

业最高可扶持 15万元，给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加码。然而两
个多月过去了，截至目前，仅有 13人申请了大学生创业一次性
5000元的补贴，10人申请了创业扶持资金。

这些数字背后，是大学生创业热情不高？还是另有隐情？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要想让刚离开大学怀揣创业梦想的莘莘学子借
政策之利纵横商海，一些优惠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亟待打通。这
其中，有创业环境问题，也有政策的操作性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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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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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补贴最高 15万元，
热情“遇冷”仅 13人申请

毕业见习期间每人每月可补贴 700元；自
主成功创业，吸纳就业 3人以上一次性给予创
业补贴 5000元；自主创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最高可申请 10万元贴息贷款；大学生自主创
业最高可获 15万元扶持……这些帮助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你了解吗？记者从新
乡市劳动就业局获悉，根据相关政策，新乡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均可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申请相关补贴。

据新乡市劳动就业局党总支书记王立奎
介绍，近年来该局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与创业的政策，“一共有四大项，其
中聘用大学生政府有鼓励，对小型、微型企业
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 1年以上劳
动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 1
年 的 社 会 保 险 补 贴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补 贴
469.90元。”

“这一系列政策，对于想创业或毕业后仍
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来说是一大利好，近几
年，新乡申领各种补贴的人数呈逐年
增长态势，但从总体来看，符合领取
条件但未来申领补贴的
大学生以及企业，仍有
不少。”王立
奎称。

今年 9月，新乡市落实了《关于进一步加
大大学生创业扶持力度的通知》，推出多项新
政，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通知》中提到，高
校毕业生创办企业取得工商登记 3个月以上，
有固定经营场所，吸纳就业 3人以上，就可获
得一次性开业补贴，金额为 5000元。

新乡市劳动就业局就业服务科主任孙拂
雪介绍，很少有创业的大学生来主动问津这
一补贴，《通知》自下发以来，仅有 13 个人申
请，其中还有一人因为尚未毕业不合格。

据了解，新乡市大学毕业生选择创业的
每年仅有 1%左右，而且“存活”下来的更少。
从选择创业的项目看，新乡市大学生主要从
事的是商贸、物流、广告类创业，相对来说从
事技术含量高的新兴技术行业的创业项目少
之又少。

“创业补贴”知者虽多但鲜有人领

在几项帮扶补贴中，知晓度最高的是创
业补贴，超五成受访大学生有所了解，知者最
少的是求职补贴一项。“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发
过各种扶持创业的文件，里面就有‘创业补

贴’，但是手续好麻烦，而且金额也不
多。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去申请这 5000

元补贴，还不如想想怎样提
高营业额。”正在经营一家餐

饮 店 的 毕 业 生
王欢说道。

通过随机调查 20人，记者发现，和王欢一
样通过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了解“补助政策”的
占一半；而通过媒体了解的占三分之一，通过
同学介绍的占五分之一。可见“学校就业指导
中心”成为学生了解“补助政策”最重要来源。

“如果家里条件不好，你会不会去申请
1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愿意申请的仅占
不到三分之一，而不愿意申请的人大多是因
为“不了解政策”、“申请手续麻烦”或“碍于面
子，觉得是件不光彩的事”。“这一年多我打一
些散工，没稳定工作，主要靠父母接济。”从市
场营销专业毕业的李宁说，“今天才知道有这
个补贴，不过即使知道了，也不想去领。一是
对政策不了解，再就是在网上公示名字，很没
面子。”

今年刚毕业的小刚家里也比较困难，“求
职支出是一笔大费用，所有好友几乎都被我
借过钱，但我不会去申请求职补贴，如果我知
道有见习补助，肯定去申请。”事后，小刚还致
电记者，他专门打电话询问了以前的班长，班
长说当时是有发通知给他们的，只是临近毕
业时，手机接收信息多且杂，他没有仔细看。

“如果可以把各项补助政策印发成册，人手一
份，就不会导致很多同学错过申请或者不了
解政策。”小刚建议道。

“申请门槛高且多，手续太繁琐”

2012 年毕业于河南科技学院的李文祥，
毕业当年与几名同学合作开办公司，主要为
新乡本土及周边客户提供商业影像等服务。
目前，该公司已经有十几名员工，其中有 6名
都是近几年毕业于科技学院的大学生。

“关于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申请门槛
太多，而且高，手续非常繁琐！”李文祥称，他
和同伴创办公司以来，申请过小额担保贷款
及贴息，但没有成功。

“我实在不甘心，觉得既然有政策，按照
流程走应该会有希望，但现实却实在令人失
望。”李文祥说，心灰意冷之下，他们只能向亲
戚朋友借钱、办信用卡周转，勉强把公司给开
了起来。

据他回忆，他们提交申请是在 2012年，当
时公司刚开业正缺钱购买设备，恰好听说可
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但我们通过学院提交
了辛辛苦苦准备的相关材料后，一直没有下
文，听说当时一起去申请的有 10个左右项目，
全部都没有申请到”。

李文祥等人不死心，于是今年再次来到
人社部门，去申请额度为 10万元的小额担保
贷款及贴息。“结果我们被告知，必须具备有
房产抵押或本地公务员作担保，申请者本人
及员工应全部购买社保，人事档案要在新乡
等一系列条件，才能申请。”李文祥说，因不方
便找人担保也没有房产可供抵押，他们最终
还是放弃了。

“政府对扶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
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导致很多企业和大学生
不了解，所以没有去申领相关补贴。”新乡市
美丽乡村合作社副总杨帆说。据其介绍，该
公司目前员工有 20多人，其中半数以上为大
学毕业生，都符合条件，可申领应届高校毕业
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一次性补贴以及社保补
贴和岗位补贴等，但一直没有去申领。

业内专家指出，目前的关键是创业扶持
政策能否真正满足创业大学生的实际需求，
是否方便申请。对学生个体而言，如果这些
政策在现实中享受不到，或能享受到但非常
麻烦，那么这些政策看起来再好也只是“画
饼”，所以说政策的落地是最重要的。

不能让千万补贴“藏在深闺”
□ 新 观

从市区直通天门山顶的亚洲最长索道。 李虎成 摄

▲今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
人数高达 727万人。闪雷 摄

▲大学生就
业难现象愈发凸
显，职业教育越
来越吃香。

闪雷 摄

◀招聘会仍
是大学生职业选
择的“主战场”。

闪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