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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县建区两周年——

祥符发展全域生态旅游转化优势推进三产融合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仇涛 王一尧

“路旁的菊花正在开，树上的果儿等人摘，远方

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是开封市祥符区孩童们

“十一”期间传唱的歌谣。

“听说朱仙镇启封故园很不错，走，一块儿去

吧！”“这里真舒服，跟江南水乡一个样！”这是“十一”

期间慕名前来祥符区朱仙镇启封故园的游客发出

的感慨。

启封故园，惊艳了游客。而祥符，这座曾经的

县城，震撼了我们每个人。

2014年 10月 19日，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开封县撤县建区。从开封县到祥符区，到融入大开

封，再到东部新城，短短两年时光，在开封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祥符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以融入大开封建设、打造东部新城区为目标，着

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快速融入开封

市整体发展新格局，全区经济发展奏响了“稳中求

快”的强音。

为改变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发展模

式，加快精准扶贫步伐，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区委、区政府在一次次的思考和谋划中，在

祥符区的自身优势下，在“十三五”铸就的宏伟蓝图

面前，提出祥符独具特色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

一步，“打扫庭院，开门迎宾”，打造“六宜”美丽乡

村；第二步，“创文创卫创园”三城联创，推进“全域

生态 全域旅游”；第三步，破解“三农”难题，加快三

产深度融合。

如今，生机勃发的祥符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是一幅开封东部新城跨越发展的壮阔图景。

新一届区委、区政府班子深入践行“两学一做”，

积极担当、主动作为，带领80多万祥符人，以“打扫

庭院，开门迎宾”为抓手，以“三城联创”为动力，以抓

好“十个一”工程为措施，聚全区之智，满怀信心地建

设天蓝地绿、水碧气爽、人美城靓的全域生态旅游新

祥符，打造东部靓丽新城，为助力加快建设“四个开

封”和河南省新兴副中心城市再谱新篇！

“十三五”伊始，开封市委、市政府提出
以祥符区为中心，建设开封市东部新城战
略。此举为祥符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开封市委书
记吉炳伟调研祥符区，寄语东部新城建设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成规模”，
市长侯红在参加开封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
议祥符区代表团审议时，以“千年古区换新
颜，东部新城显活力”寄语祥符区“十三五”
开局之年的发展。

2015年10月，祥符区以实施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吹响了“建设东部新
城”的集结号，拉开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序
幕。“打扫庭院，开门迎宾”，领导带头上阵，
干群积极参与，到处热火朝天。

这是顺应群众期盼、改善人居环境的
有力举措，全区1302平方公里实施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所
有乡镇和343个行政村（社区）全面投入整
治工程，从治理农村环境“脏乱差”入手，按
照布局优化、道路硬化、路旁绿化、河道净
化、环境美化、路灯亮化的要求，全面进行

村庄整治建设，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宜商、
宜行、宜文、宜游的“六宜”美丽新农村。

“祥符区将在开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以加快建设开封市东部新城为统
领，以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为抓手，抢抓机遇、自我加压、务实重干，拼
上老命大干一场，重铸祥符辉煌！”祥符区
委书记王秋杰表示。

一年来，全区累计出动人员36万余人
次，出动挖掘机、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车辆
累计 3.9万余台次，清理、粉刷墙面 130多
万平方米，清理清运各类垃圾35万多立方
米。同时，先后高标准建成了一批体现产
业特色、文化特色、休闲旅游特色的示范村
亮点工程，使得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
改善。

朱仙镇腰铺村、范村乡徐墩村、罗王乡
胡寨、杜良乡马尾村，陈留镇沈楼村、万隆
乡余元村、曲兴镇五闫村、兴隆乡大牛寨
村，半坡店乡高庄村、仇楼镇十里铺村……
一条条整齐洁净的大道连接村头巷尾，一
幢幢粉墙黛瓦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一个

个美丽乡村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祥符大
地。

忽如一夜东风来，万紫千红百花开。
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让祥符区的农民个个
喜上眉梢，更让慕名而来的游人进入天然、
野趣、清新、自然的五彩世界。

西姜寨乡，一个交通闭塞的偏僻乡
镇，经过 10个月的苦干实干，实现了华丽
转身，一跃成为水泥路四通八达、红豆杉
遍布、环境整洁的全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乡镇，并在全国 60多家广电媒体主办的
2016“中国最美村镇”首轮票选中，居全国
首位。对于家乡的变化，西姜寨乡人民看
在眼里，喜在心中。在 9 月 11 日开展的

“庆丰收迎中秋”千人盘鼓展演会上，红豆
杉之乡——大美西姜寨再次聚焦了国家、
省、市级媒体的目光，活动盛况在中央、省
市各大报纸、网站、广播发布，并在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黄金时段播出，赢得社会
各界的好评。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不仅提振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更激

发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在村民、游客欣
赏和体验风景画、田园诗、农家乐的背后，
是一幅幅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党员干部和
村民“拼上老命大干一场”的“奋斗图”，展
现着区委、区政府执政为民的初心和谋发
展的信心。

“美丽乡村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王秋杰不止一次谈起这句话，“只有环境美
了，才会有下一步更好地发展。”目前，新一
轮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已经成型，祥符区将
以“十个一”工程为基础，启动特色小镇建
设，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具体说，“十个一”工程就是一个闭合
生态廊道、一个景观河道、一个主导产业、
一个特色小镇、一批美丽乡村、一批贫困村
脱贫、一个特色商业街区、一个农业庄园、
一个休闲公园、一个党建+组合体，祥符区
决策者科学提出了祥符区美丽乡村下一步
的发展战略，顺应自然、结合实际、突出乡
土、体现文化。

祥符发展“三步走”已完美迈出第一
步，如今的祥符，正朝着第二步奋进。

2016年 9月23日，注定又是一个更有
意义的日子——祥符区“创文创卫创园”暨
全域生态旅游建设动员会隆重召开，吹响
了“打赢全域生态全域旅游攻坚战”的冲锋
号。王秋杰将这次会议形容为战前“动员
大会”和“誓师大会”。

跨越大发展，思想必先行。自去年以
来，祥符区多次组织区乡村干部2000余人
次，赴民权、永城、清丰、长垣、荥阳、中牟、
鄢陵及浙江杭州等地考察学习全域生态旅
游建设成功经验。

思想有多远，发展之路就有多宽。解
放思想就是正视差距、善于学习、开阔视
野的过程。大批次的考察学习，让全区干
部从先进县（市）的发展道路和经营模式
中找到了加快农民致富的新路子，树立了
全面打好全域生态旅游建设攻坚战的信心
和决心。

生态，是祥符经济的底色。在“美丽乡

村”“特色小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域生
态旅游，是祥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最生动的实践，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破解“三农”难题、三产融合、实现绿色发展
的重要手段，是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
的发展，是实现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
共享的目的，是新阶段旅游发展战略的再
定位，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

祥符区有着发展全域生态、全域旅游
的基础条件和优势条件。优越的区位交通
条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健全的生态水
系网络、初具规模的休闲观光农业、初步形
成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条等，均为发展
全域生态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坚持把全域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作为打
造东部新城的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发挥土地资源优势，打造
大型农场、农家乐、农业庄园等，引领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农村、农业和农民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
农民产业工人化，推动生产持续增效、农民
持续增收和农村农业科学持续发展。

两年来，祥符区各乡镇立足农业资源
优势，树立“旅游+”理念，因地制宜地将旅
游产业链条延伸至农业、农村，发展观光农
业、休闲农业、养生农业，推广农家乐、农业
庄园等规模化经营方式。目前，范村乡万
亩红薯基地、百永发奶牛场、陈留镇花卉基
地、韩洼水果基地、杜良乡小龙虾基地等生
态农业庄园发展迅速；朱仙镇文化产业园、
兴隆乡薄店村双九文化庄园、罗王乡胡寨
桂园观光园、曲兴镇五闫庙、幸福农场、袁
坊乡黄泥湾旅游度假村、王庵水库垂钓基
地、乡情养老公寓等一批集乡村游、农家乐
于一体的养生特色庄园已初具规模，成功
打造了港区和开封市的“后花园”。

目前，祥符区拥有 AA级景区 1家、4
星级酒店1家、4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两

家、2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两家、农家乐
60余家，服务设施的提高，构建了全区全
域生态旅游发展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祥符区以加快建设农村电
子商务为主的智慧农村，培育了一批电商
村（淘宝村），使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村经济
新型业态融合发展、互促共进的新样板，促
进农民就业增收。

农业、文化、互联网……祥符区将一个
个“专有名词”与生态旅游牵起了一条条红
线，“全域生态旅游”不仅改变着祥符人的
生活方式，更改变着祥符的气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
态是发展旅游的基础，是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条件。下一步，祥符区将在潜力
中找动力，在动力中促活力，做到全景化打
造，护好美丽生态、建好美丽城乡、创好美
丽风景，打造处处有风景、时时见风景的全
域大景区。

规划先行，实干在后。单单有科学规划
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素质过硬、吃苦耐劳的
干部队伍，更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参与。

美丽乡村建设能不能持之以恒，全域
生态旅游能不能快速发展，东部新城建设
能不能加快推进，全面小康目标能不能如
期实现，关键在人。

2015年开始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
美丽乡村建设，在祥符区刮起了一股“作风
转变”的风暴。随着这场硬仗的开局，一支
敢于担当、勇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干部队伍
打造出来。

“我们的美丽乡村建设之所以在短时间
内取得预期效果，靠的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

‘5＋2’‘白＋黑’，这种只争朝夕的干劲，靠

的是党员干部内生动力的激发和释放，靠的
是党员干部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的责任与担
当。”谈及祥符区的巨变，王秋杰如是说。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祥符
区把全域生态旅游建设作为检验学习教育
成果的有力抓手，以学促行，以行践学。

如今的祥符区，经过了干部作风纪律
整顿活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招
商引资等工作和换届调整，精神振奋了，作
风转变了，党群干群关系密切了。

如今的祥符区干部，经过外出历次考
察学习，每一次的亲眼所见，都感受到与周
边县（市）存在的差距；每一次的身临其境，
都解放了思想，转变了观念，提振了精神，
凝聚了力量，让赶超发展成为强烈的共识。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一年来，祥符发
展天翻地覆。无论是从“十三五”规划的制
定，到围绕东部新城建设擘画“一核两翼三
组团四带八区十一镇”的大空间结构，还是
从美丽乡村建设、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到招
商引资、各项民生工程的建设，再到发展

“全域生态全域旅游”，祥符区委、区政府带
领广大干群，干成了一大批具有历史性意
义的事情，为祥符今后的发展积蓄了强大
后劲，也提供了有力支撑。祥符儿女都目
睹了祥符的改变，感受到了祥符的美好，也
憧憬着祥符的未来。

当前，战略目标已经确定，发展方向已
经明确，祥符区各级干部将会坚定信心，下
定决心，横下一条心，咬定青山不放松，无

论遇到什么障碍，也绝不会动摇、不等待、
不停步、不泄气，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
着一任干。

对于打造祥符发展的升级版，王秋杰
一连用了“不忘初心、坚定信心、一鼓作气、
势如破竹”四个关键词来显示决心和信心。

如今的祥符，已经开启提档升级模式，
全域生态旅游建设和“三城联创”正式拉开
序幕。

发展升级，再谱新篇。祥符的发展，赋
予了祥符人光荣的使命，正如祥符区区长
李军所说：“我们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顽强作风，以滴水穿石、坚忍不拔的毅
力，坚决打赢全域生态旅游攻坚战，真正使
祥符一天天好起来、靓起来、美起来。”

乡村旅游方兴未艾 胡伟 摄

朱仙镇风景如画 胡伟 摄

湖水风光 胡伟 摄

美丽乡村 时学彬 摄

开封市委书记吉炳伟到祥符区调研 时学彬 摄 开封市市长侯红到祥符区调研 董洪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