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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西峡县荣获“河南省乡村旅游示范县”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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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注定是西峡县旅游发展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年，也是西峡县域经济转
型发展历程中不平凡的一年，“两创一
建”（争创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争创
国家 5A 级景区，建设西峡旅游服务综合
体）工作接连收获丰硕果实，促使西峡的
旅游基础设施和可进入性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徽派风格的古建筑群，古朴高雅的仿
古路灯，统一标准的广告匾牌，鲜花点缀
的村庄游园，流水潺潺的景观水道……沿
百公里旅游长廊一路走来，一步一景，赏
心悦目。

高端大气的西峡县游客中心、精巧
别致的景区沿线乡镇 3000 余间房屋外立
面改造，美观新颖的景区沿线数十座星
级旅游公厕，功能齐全的双龙镇、二郎坪
镇自驾游服务中心，处处昭示着西峡旅
游脱胎换骨的嬗变。

“电线、网线、广电线路‘三线’入地，新
建的游园、公厕比城里还漂亮，连自己都认
不出自己的家了。”景区沿线村民感慨。

三年来，全县累计完成投资 2.6 亿
元，实施一系列旅游产业提升工程：

——公共信息导向工程。按照国标
要求，规划制作 336 块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标识牌，完善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提升
了游客便利度。建立了有中英日韩四种
语言，能实现网上浏览、查询、购票、预定
的综合网站。

——“清洁家园”提升工程。开展文
明村镇创建活动、农村文明集市创建活
动，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好儿女、好婆
媳、好夫妻”、“星级文明户”和“文明信用

户”等文明细胞创评活动以及“讲文明、树
新风”系列宣传活动。在太平镇、二郎坪
镇、双龙镇旅游通道沿线规划 3 星级旅游
厕所，在城区及交通要道建成标准化旅游
公厕 60余座。

——旅游道路升级工程。对县城白
羽路、世纪大道、建设路等城区主干道、
寺山公园以及鹳河两岸道路高标准亮
化，新建迎宾大道，拓宽改造滨河大道，
对恐龙园、老界岭、鹳河漂流、银树沟、老
君洞景区旅游公路进行升级改造。

——旅游综合服务工程。新上了县
城旅游服务综合体、老界岭名企会所及
艺术家创作园、老界岭房车营地等十余
个大型旅游建设项目。

全域景区化战略引领西峡旅游综合
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西峡县围绕推进全
域景区建设，巩固“创 A创标”成果，争创老
界岭省级旅游度假区，提升硬件水平、优
化管理服务、增强综合实力，推动产业升
级。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 438.6 万人
次，门票收入 1.92亿元，旅游综合收入 17.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7%、9.3%、11.8%。
五一、十一期间，恐龙园日接待量突破 3万
人次，老界岭度假区一房难求，避暑度假
产品深受游客青睐，5A景区品牌效应逐步
显现，全县旅游经济呈现平稳发展态势。

“把西峡当做一个大景区，全域全程
按照景区理念来规划、设计、建设、管理
和经营，让西峡全域呈现景区化的风貌
和环境，具备景区化的业态和文化，展示
景区化的品牌和形象，是西峡旅游致力

‘全域发展’的战略选择。”西峡县委书记
李德成如是说。

西峡：打造全域旅游 名县强镇富民
本报记者 朱天玉 本报通讯员 封德 靳义学

西峡县游客中心 中坪村月季园

“西峡美，青山伴绿水，龙潭群瀑奏凯
歌，老界岭上白云飞，四季尽芳菲。看秋景，
石门湖畔拍夕阳，远眺寺山心已醉，恐龙园
里逗恐龙，鹳河漂流激情飞，五道石童上诗一
首，银树沟里蝴蝶飞；小鸡蘑菇在化山、鱼火
锅旁人声沸，老君广场篝火红，西坪民歌真
甜美；黄酒当喝石龙堰，猕猴桃汁沁心扉。”

这是一名西峡籍台湾游客今年重阳节
返回故里，重游西峡后，发自内心的一番感
慨，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用如痴如醉的语
言描写了西峡全域景区的盛世美景，优美的
生态风光、独特的田园美景、可口诱人的美
味小吃，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10 月 20 日上午，河南省乡村旅游提升与
旅游扶贫推进会在洛阳市栾川县召开，南阳
市西峡县被授予“河南省乡村旅游示范县”
荣誉称号。十年磨一剑，这响当当的荣誉背
后，是对西峡县 10 多年来发展乡村旅游，打
造全域景区，带领 1 万多农民群众脱贫致富
工作的一次肯定，为了探究西峡在发展全域
旅游上所走过的轨迹，寻觅他们的成功经验
和做法，记者远赴西峡，亲身感受那块土地
上美丽的景色、清新的空气、淳朴的乡土气
息，寻找一个完美的答案。

乡村旅游是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新
途径，也是西峡县建设全域景区、实现
村强民富的重要载体。西峡县委书记
李德成认为，乡村旅游既要立足实际，
因地制宜，还要突出特色，协调发展。

关键在分类指导。西峡县历来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拥有 10 万
亩优质猕猴桃基地、35 万亩野生猕猴
桃基地和年产 8000 万袋袋料香菇及
菌果药业生产基地。据此，该县把乡
村旅游划分为特色农业观光、旅游配
套服务、移民新村建设和民俗农耕文
化游四个类型，突出主业，完善要素，
协调发展。在老界岭、龙潭沟、恐龙遗
迹园、宛西工业园等成熟景区，大力发
展以农家宾馆为主的专业村，搞好旅
游配套服务建设，提高游客接待能力，
让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
活、看农家景”；在猕猴桃等特色林果
基地专业村，以观光农业为主，在每年
春季和秋季，举办赏花节、采摘节，丰
富旅游项目；围绕生态移民新村建设，
发展以生态文化、民俗文化为主的乡
土文化游。同时，还积极挖掘西峡饮
食文化，发展特色小吃；挖掘西峡地方
曲艺文化，打造特色演出，逐步拉长当
地旅游产业链条。

关键在试点推进。为培育典型，
探索经验，该县在全县确定了 8 个基
础条件较好的试点村，太平镇东坪村、
双龙镇化山村、丹水镇丹水村、二郎坪
镇中坪村 4 个为景区配套服务专业
村，田关乡孙沟村、丹水镇英湾村、五
里桥镇黄狮村 3 个为农业观光旅游专
业村，军马河鱼库村为生态移民新
村。目前，8 个试点村按照乡村旅游的
要求，全面推进，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化山村建设农家宾馆 180 家，其
中别墅式农家宾馆 120 家，共分 5 个区
域：伏牛山庄、龙潭山庄、度假村、农家
乐、龙河山庄，并在化山村北坡规划种
植了 2500 亩杏、柿子、板栗、桃子、樱
桃、猕猴桃等优良果树品种，达到“四
季观花、四季有果”的观光、旅游、品
尝、购物的乡村旅游休闲观光效果。
据统计，全村三分之二的群众有自己
的农家宾馆，年接待游客 80 万人次以
上，村民收入的 80%来自旅游业。

关键在精心打造。在发展乡村旅
游的过程中，该县对每一个项目都进
行详细研究，综合考虑村、组的地理情
况、村民的生活习惯及生产状况等诸
多因素，在旅游道路、停车场、休闲设
施、演艺中心、食宿服务、旅游安全以
及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认真安
排，力求做到科学合理，全力提升试点
村的建设水平，使游客能够真正体验
到乡村旅游的乐趣和品位。化山村在
加速推进乡村旅游的过程中，高标准
打造 1 平方公里的农家宾馆聚集区，
并布局路灯 2 公里 40 盏，组建了村级
环卫队，新建了垃圾处理场，建设 1.5
公里长的滨河路，利用现有果园建成
生态采摘园，利用河滩空闲地建成购
物和游乐中心，打造了一个精品化的
休闲、娱乐场所。

关键在农民得到了实惠，大大提

高了村民参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积极
性。10 月 17 日一大早，太平镇东坪村
界岭农庄 6 号尹青云的家里，提前订
餐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有的要吃山野
菜，有的要吃黄焖鸡，有的要吃柴鸡
蛋，放下电话，尹青云就领着家里人开
始忙碌起来。

尹青云经营着一家农家宾馆，上
下十几间，48个床位，年接待能力达 1.4
万人，从业人员 12人，年收入达 50万元
以上，现在的尹青云开着小轿车，住着
小洋楼，电脑宽带进家庭，而 10 年前，
他一家 8口人还挤在三间破瓦房里，吃
了上顿没下顿，在采访中，尹青云兴奋
地告诉记者：“如果不是老界岭景区，如
果不是县里大力支持发展乡村旅游，扶
持农家宾馆，俺做梦也没有想到咱农村
人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像尹青云一样，收益于旅游产业的
农民在西峡县太平镇东坪村已达到 56
家，150多人，而全县达到10000多人。

东坪村在转型之初，有人说：“人
们都向往大城市生活，谁来咱这样的
穷山沟，有啥看，有啥玩！”几位老年人
甚至说村干部是“不务正业”。面对这
种局面，村班子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帮
助支持下，采取走出去参观学习、村干
部和“能人”带头的方法，打消群众发
展旅游产业的疑虑。东坪村村民杨国
华在村领导的鼓励下，2011 年建起 3
层农家宾馆，每年的纯利润就达 40 多
万元，东坪村的农家宾馆蓬勃发展也
带动了周边村的村民，松树门村村民
魏群忠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魏群忠
的农家宾馆于 2001 年 5 月开始建成营
业，位于太平镇松树门村煤窑沟组，该
农家宾馆以经营火锅鸡、火锅鱼为主，
被相关部门评为三星级农家宾馆，
2013 年以来一直被河南电视台评为最
具特色农家宾馆。现在从业人员达到
15 人，年接待量达 1 万多人，年收入达
40 万元以上，是西峡县老界岭特色农
家宾馆之一，

东坪村也在“逆转”中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由上世纪 90 年代的省定
贫困村，人均不到 5 分地、人均收入不
足 600 元的典型“老大难村”、“光棍
村”，变身为拥有界岭山庄、休闲山庄、
度假村等 56 家不同风格的农家宾馆
群的美丽山村，全村三分之二的群众
都有自己的农家宾馆，群众年人均经
营旅游业现金收入达 3 万元以上。东
坪村连续六年被西峡县委县政府授予

“全县旅游先进村”，村支书吕振华也
连续七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全县旅
游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太平镇也以东坪村为示范带动，
初步形成了以东坪村、集镇、桦树盘和
黄石庵为中心的四个农家宾馆群。全
镇共有各类农家宾馆 268 家，床位达
到 7200 张，累计从业人员达 1700 多
人。今年四月份以后，平均每天在太
平镇旅游居住度假的人数近 3600 人，
全年农家宾馆的接待量达 20 万人次
以上，可实现收入 2000 万元，乡村旅
游已经成为太平镇第三产业发展的一
个新亮点。

在西峡县，另外一个乡村旅游的
典型就是双龙镇化山村，在化山村有
一个聚贤居的农家宾馆小有名气，老
板叫胡艳玲，今年 43 岁，她是 1997 年
嫁到化山村，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一
年到头几分地的收成还不够工夫钱，
她就靠在集镇上卖衣服维持生计。
2000 年随着龙潭沟景区的开发兴起，
她瞅准商机，便和丈夫商量筹划也建
一个农家宾馆，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房
子建起来了，起名叫聚贤居，当时只有
一栋主体房子，2008 年随着游客增多，
他们加大投资将宾馆扩大至 4 栋楼
房，共有 70 个房间，可日接待 140 人居
住，餐饮日接待能力达到二三百人，年
毛收入达到 90 万元左右，净利润约 30
万元。现在是出去开小车，银行也有
存款，生活和以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经过这几年苦心经营，聚贤居农
家宾馆已连续三年被西峡县委、县政
府授予“优秀农家宾馆”称号，连续四
年被双龙镇党委、镇政府授予“优秀旅
游接待饭店”称号，并于 2014 年被中
国伏牛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授予

“中国伏牛世界地质公园优秀农家乐”
荣誉称号。

在化山村，像聚贤居这样的农家
宾馆有 142 家，占总户数的 59%，可同
时容纳 15000 人就餐、8000 人住宿，年
平均接待游客 50 多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 2000 万元，人均来自旅游产业收
入达 1.5 万元，户均 70%的收入来自旅
游服务业。双龙镇也提出了“把双龙
建设成全市一流、全省闻名、全国有名
的生态旅游胜地、休闲度假热地”的奋
斗目标，目前，该镇荣获六块国家级金
字招牌——“全国重点镇”、“国家级生
态镇”、“全国文明村镇”、“国家级卫生
镇”、“全国建设宜居小镇”、“全国特色
景观旅游名镇”，此外还荣获河南省

“中州名镇”、省“环境优美小城镇”、省
“人居环境范例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目前，全镇拥有 4A 级景区 1 家、3A 级
景区 3 家、2A 级景区 2 家，拥有以农家
乐为主的农家宾馆 295 家，拥有以山
珍野味为主的购物中心门店 116 家。

王青峰是南阳市西峡县二郎坪镇
中坪村村民。这个小庄村，过去农民
只能靠天吃饭。二十世纪初村里开始
做旅游，如今小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旅
游村庄。

“每年的 5 月到 10 月是旅游旺季，
忙好这几个月一年就不愁了。”王青峰
说。2004 年在乡政府和景区的牵头
下，王青峰在自家开设了农家宾馆，经
过几年的发展，目前可接待游客 40 多
人，年收入 5 万多元。

在西峡县，农家宾馆在发展壮大
的同时，旅游产业链条也不断延长，绿
润达香菇酱、西峡猕猴桃加工、小三鞭
保健酒等农产品加工风生水起，形成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一切都是西峡县大力实施“全
域旅游”带来的变化，太平镇东坪村和
双龙镇化山村只是西峡发展“全域旅
游”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们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以‘全域旅游’为抓手,以富民强县为目
标,培育旅游产业新的增长点,积极探索
旅游富民的新路子，实现西峡旅游产业
的跨越发展。”西峡县县长孙起鹏对全
域旅游的长远发展充满了信心。

政府为旅游开发“执导”和“大服务”理
念，为西峡旅游赢得了站位的初始高度。

西峡县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
区，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76.8%，是全省
第一林业大县，具有独特的生态资源优
势。十多年来，该县一直坚持建设“生态
大县、旅游名县”的战略目标，确立了“生
态为本、文化为魂”的发展理念，打响“水
墨龙乡、生态西峡”的品牌，突出“生态休
闲游”和“恐龙文化游”两大主题。推出
了山、水、龙、园大环线和休闲健身游、地
质景观游、科普观光游、冬季健身游、文
化观光游、工业观光游、农业观光游、田
园风情游 8 条特色线路。

十几年来，游客接待量年均增幅在
10%以上，旅游综合收入在 GDP 的比重不
断加大，全县已建成开放了以“名园”、“名

山”、“名漂”为代表的特色景区 16个，其中
5A 级景区 1 个、4A 级景区 3 个、3A 级景区
4 个,国家水利风景区 1 个，国家级工业旅
游示范安全区 1个，国家森林公园 1个。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海内外游客纷
至沓来；从试水“全省旅游体制改革试点
县”，到跻身“中国生态旅游大县”、“中国
旅游强县”；如今，厚积薄发的西峡旅游正
站位新的起点，瞄准下一个全新的高度。

2013年，西峡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
在 16 字“西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整合提升、全域旅游”
的思路，成立了建设全域旅游指挥部，领
导包干到点、落实到事、具体到人，强力打
造“全域旅游”，推动西峡旅游向度假型、
品牌化、产业经济转变，加强全域旅游的
链条式发展，由线到面，渐次铺开。

西峡经验：成就全域旅游 发展乡村旅游 拓展全域景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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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落有致的化山村农家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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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九大奇迹——西峡恐龙遗迹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