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嵖岈美景

养生温泉

湖光山色

温泉度假酒店的星级游泳池
如梦似幻的薰衣草庄园如梦似幻的薰衣草庄园

秋天是嵖岈山颜色最丰富的季节，山石如黛，蓝
天如洗，丹枫胜火。山水含笑，都在分享一个令人振
奋的消息：近日，国家旅游局正式认定，以“中原盆
景”和新开发的“赏花泡温泉”而闻名的驻马店嵖岈
山旅游景区成功晋升为 5A 级旅游景区。

“嵖岈山景区创建成功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尧
山温泉度假区获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喜可贺！这
是旅游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望省市县各级旅
游部门总结成功经验，再接再厉，继续做好这方面工
作，为我省旅游事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15 年 10
月 10 日，副省长张广智对嵖岈山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工作进行了批示。

十年的时间，嵖岈山从一个单纯观光的景区，迭
代成了河南省首批旅游产业集聚区、国家生态旅游
示范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十年发展之路，正是
河南全省抢抓新机遇，引领新常态，奋力打造河南发
展升级版的缩影。

驻马店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星指导嵖岈山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调研嵖岈山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河南省副省长张广智、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调研嵖岈山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工作

一

新
蓝
图
：
﹃5

A

是
品
牌
创
建
的
目
标
，更
是
管
理
的
最
高
标
准
。﹄

见山见水见乡愁 新路新意新旅游

嵖岈山：在成功创建 5A中精彩蝶变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本报通讯员 刘白汀 王红军 王纪方 吕勇起

新思维：“创建5A级景区，重点是人，是以人为本。”二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是我国最
高级别的旅游景区，注重景区的人性
化、细节化，突出以游客为中心，强调
以人为本。有了以人为本的宗旨，有
了打造大嵖岈的战略目标，才有了

“寓建筑于景观，寓景观于服务”的绿
色运营理念，将“山、水、泉、屋”因素
融合，确立了“一山（嵖岈山）、两翼

（嵖岈山南翼综合服务区、北翼温泉
小镇)、一轴（嵖岈山-温泉小镇-人民
公社旧址）、三点（凤鸣谷景点、红石
崖景点、龙天沟景点）”的空间布局，
同时形成“嵖岈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温泉小镇风情休闲区”、“遂景公路
沿线特色农业景观带”等一系列以

“观光+休闲+度假+旅居”为模式的复
合型生态产业链。

创建是一项系统工程，硬件投资
是个永远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驻
马店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星指示，按
照 5A 级旅游景区标准要求，加大交
通等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的投资力度。

为了提升硬件质量，驻马店市政
府高标准修建了高铁驻马店西站至
嵖岈山的直达公路，高质量拓宽提升
了京港澳高速遂平站至景区的快速
通道，新修建了景区内 12 公里的步游

道，10 公里的内环观光车公路，28 公
里的外环观光公路，购置并开通了市
县至景区的旅游公交和景区内 50 辆
旅游观光车，确保了景区旅游交通的
方便快捷。

为了完善游览区，在景区内新建
和提升改造了 4 个总面积达 4.6 万平
方米的生态停车场，新建了景区生态
山门和多功能生态广场，在核心景区
新建了观光吊桥，花岗岩观光滑道和
10 个观景平台。

游客服务区同样领先于全省，嵖
岈山拥有全省首家特斯拉智能充电
装置，并新建了游客服务中心、生态
停车场，健全了售票、医疗、投诉等
设施，新购置了一批环保观光车，新
建了世界领先水平的度假酒店、度假
屋、商业购物街等，对步游道进行了
改造、美化，健全了自驾游服务区、
自驾游旅游服务指南等外围服务设
施。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在注重宏
观的同时，嵖岈山景区更从细节上狠
下功夫，严格对照 5A 级旅游景区标
准，逐项查找问题和不足。

旅游厕所，这个在别人看来小的
不能再小的事情，却在嵖岈山掀起了

一场“厕所革命”，在嵖岈山的青山绿
水间，花丛绿荫里，一座座古朴自然
的“石头民居”相映成趣。厕所内洗
手池、挂衣钩、卫生纸、洗手液、面镜、
感应式烘手器、排风扇、垃圾箱等设
备一应俱全。

景区生态游步道、扶手、吊桥，观
景平台，都要求与景色融为一体；

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的美食商
业街和 10 多处购物场所、地质博物
馆、《西游记》大型砖雕艺术馆提升了
购物、娱乐的品质。

河南嵖岈山旅游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宋富锦介绍，今年以来，
景区全面启用智能化系统，跨入智慧
旅游元年。景区有智慧化导览全景
图、WiFi 无线覆盖系统、广播背景音
乐系统、紧急求助系统游客流量统计
系统……插上了“互联网 +”的翅膀
后，嵖岈山旅游更加如虎添翼。

如今的嵖岈山景区形成了集观
光、探奇、度假、西游文化娱乐和地质
科普于一体的复合型原生石景生态
国际旅游度假区，打造出登山、赏花、
品文化，休闲、娱乐、沐温泉的最佳产
品组合，成为河南省由单一观光型旅
游景区向休闲度假转型的典范。

新业态：“告别单纯观光，嵖岈山有乡愁，也有山水中国。”三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中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这样的一
句话，说出了中国人青山绿水共为邻
的梦想。

嵖岈山有一种人景合一的归属
感，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开发、综合利
用、持续发展，改善当地自然人文景
观，改善人与土地的关系，改善人与
人的关系，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 利 用 ，实 现 人 与 自 然 的 协 调 发
展。

嵖岈山也有一幅青山为邻的和

谐景象，饱览了嵖岈山的风光，领略
了天磨湖的秀美后，到山边的茶楼
先聊天歇脚；饿了吃一些地道的农
家风味，馋了去山下的葡萄园里采
一串鲜嫩水灵的葡萄，乏了到温泉
小镇度假酒店泡泡温泉……如此流
连忘返的旅游体验，在嵖岈山，旅游
已经不仅仅是观光，而是发展为观
光、休闲、度假、旅居四个层级，构成
了一个紧密结合的旅游产业链。景
区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之外，已
经建成了郁金香庄园、薰衣草庄园、
梅园、葵园和加拿大红枫园四季花

卉以及农业生态观光园区，供游客
放松的主题温泉酒店、休闲度假别
墅群等。

几年来，嵖岈山围绕建设文明和
谐、功能完善、服务规范的综合旅游
区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真正
做到了以景区为平台，结合其他集团
产业优势，培育产业集群，对新型城
镇化项目进行产业导入和资源整合，
引入以产业驱动的大平台地产模式，
即农业、旅游、商业、文化、地产等产
业，以产业带动城镇，开创和谐、文
明、宜居的旅游生活新生态。

新起点：“晋升5A级旅游景区将有力拉动区域经济。”四

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对嵖
岈山景区通过整合资源、凸显主题、
延展链条，成功实现由单纯观光型景
区向观光与休闲度假景区转型，并发
展成为全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标
杆与典范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他还
对景区周边环境的管理与整治、通往
景区道路的升级与改造和提高景区
的通达性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争创 5A 级旅游景区，既是提升
景区形象、促进景区发展的需要，也
是驻马店市打造生态休闲旅游基地
的重要支撑。”在驻马店市副市长李
国胜看来，创建“5A”对扩大嵖岈山景
区的知名度、提升驻马店旅游产业发
展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
嵖岈山成功晋升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将对区域经济繁荣发展带来了巨
大的带动作用，嵖岈山旅游集聚区作
为全省十大旅游产业集聚区之一，已
先后吸引了温泉小镇、中原新 e 家汽
车营地、梦幻西游文化旅游综合体、
圆琳程现代农业科技园、魏楼新农村

社区等近 10 个超亿元项目入驻，全市
也先后引进了天中古镇文化旅游项
目、鲍棚美丽乡村旅游综合开发项
目、象河谷乡村旅游综合体项目、平
舆上河城文旅商综合体项目、千年岭
国家农耕文化公园等 10 多个超 10 亿
元大个头旅游项目。

随着嵖岈山知名度的提高，景区
附近的村民百姓自主经营农家宾馆、
农家餐馆、旅游商品经营店等上千
家，百姓收入从过去的月人均不足千
元，上升到现在的月人均 5000 多元，
富起来的当地农民开始买轿车、盖楼
房，过上比城里人还富足的生活，头
脑灵活点的村民百姓又开始捣鼓着
买房车、建特色主题酒店等创新创
业，向更高更新的旅游体验方向发
展。

如今，仅嵖岈山旅游集聚区（主要
是嵖岈山景区、温泉小镇等）就直接为
附近村民百姓创造就业岗位 1万多个，
周边百姓群众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地
就业，周边群众张口就夸旅游开发好，

不仅乐活了游客，更乐活了百姓。
嵖岈山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成

功创建来之不易，但 5A 级旅游景区
的头衔不是终身的，近期国家旅游局
就宣布取消了秦皇岛山海关景区的
5A 资质。对于嵖岈山景区，保 5A 跟
创 5A 一样难，不能松懈，要不断提高
软硬件的品质。驻马店市旅游局局
长高峰表示，嵖岈山创成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后，三年内不涨价。同时还
要时时查遗补缺，巩固创建成果，进
一步做好完善提升工作，力求名副其
实，经得起时间和游客的检评；继续
加大景区项目建设力度，增强景区核
心吸引物以及新的景观项目。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未来的嵖岈山旅游景区必将
成为集吃、住、行、游、娱、购，商、养、
学、闲、情、奇于一体的创新型生态文
明旅游综合体。加 A 加品质、加 A 加
服务、加 A 不加价，尽力让每一位游
客满意，是成功创建 5A 级景区后的
努力目标。

●● ●● ●●
热烈祝贺驻马店嵖岈山旅游景区成功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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嵖岈山的创建成功，一举实现驻马店市乃至豫
南地区 5A 级旅游景区“零的突破”。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复海不能限也。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对于嵖岈山来说，是志之所向，无坚不
摧。驻马店市委、市政府把嵖岈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
景区列入市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在全
市“两会”上向全市人民作出庄严承诺，立下军令状，承
诺 2015年底实现创建目标。为了推动创建工作开展，
驻马店市政府于2014年3月成立了由市政府副市长李
国胜任组长，市旅游局、市财政局、市交通局等各有关
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驻马店市嵖岈山景区创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余学友，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星多次带着市直相关部门领导，到
嵖岈山现场办公、调研指导，破解创建难题。遂平县也
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付自成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县长何
冬任常务副组长，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参加的嵖岈山
景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领导小组，市县两级
分别召开了高规格的嵖岈山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动员会议，制订了创建工作方案，将有关创建指
标、创建任务分解下发给各有关单位。为了支持嵖岈
山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市县两级党委、政府
先后出台了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建设旅游强市、强
县的意见，从财政投入、税费优惠、土地、水电气价格和
环境优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和措施。

创建 5A 的艰难，冲刺 5A 的苦乐，没有亲历，无
法体验。

嵖岈山早就名声在外。这里是千古名著《西游记》
的创作地和央视《西游记》连续剧外景拍摄地，也是国
家民协命名的“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嵖岈山属典型的
花岗岩地质地貌景观，其花岗岩成景机制的科研成果
先后两次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召开的国际地质公园大
会上交流，并得到高度评价。嵖岈山“中华盆景”的形
象也早已深深根植于海内外游客心中，“神奇嵖岈、石
全石美”，“福地洞天、美景天成”，“花海温泉、水墨画
卷”是广大游客的赞誉，更是嵖岈山的真实写照。

但要想成为“5A 级旅游景区”，却并非一件容易
的事情。

对于嵖岈山来说，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难度
非常大——每个景区要通过含旅游交通、游览服务、
旅游安全、卫生与环境、邮电服务、旅游购物、综合管
理、资源与环境保护八大方面、共 216 个评分要点，
由旅游界的专家、学者等内行评审，其评选难度系数
大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旅游是城市发展的硬实力，又能更好地提升和
优化城市的软实力，更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竞

争力！”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对旅游业的发展大力支持。全
市将嵖岈山创建“5A”作为全市旅游产业品牌再造、品质提升、
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配合、上
下联动，聚焦突破、聚力提升，全方位、大力度推进创建工作。
按照国家旅游度假区质量等级划分要求，嵖岈山在创建过程中
大手笔编制度假区旅游规划、大力度优化生态环境、高标准完
善旅游配套设施、高质量搞好景区管理服务、高水平打造度假
旅游品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