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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莉娜

目前，“全域旅游时代”全面崛起，中国旅
游正从“景点时代”步入“全域旅游时代”。

12月15日—16日，2016年河南省全域旅
游推进大会暨标准培训班在济源市举行。来
自全省18个地市及26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单位人员齐聚在王屋山下、济水之畔，共同探
讨推进全域旅游工作。省旅游局副局长张凤
有高度赞赏济源市和栾川县全域旅游推进工
作，并要求全省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创新工
作思路，凝聚各方力量，奋力开拓全域旅游发
展的新局面。

济源市委副书记贾宏宇、副市长李拴根出
席会议。

“发展全域旅游是大势所趋、市场所需、产
业所求、国民所盼。”张凤有在会上说，发展全域
旅游要因地制宜，突出自己的特色，把旅游开发
与资源特色、文化特色、地域特色等诸多要素结
合起来，开发出真正有内涵、有特色的旅游产
品。全域旅游要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路径，体
现差异化、特色化，既要进行顶层设计，出台创
建标准，又要鼓励各地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形
成各具特色、色彩斑斓的大旅游格局。

张凤有说，全域旅游发展，要着力做好与
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环
境营造、市场综合监管及人才培养等几方面的
工作。同时，旅游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
适应，防止出现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情况；防
止去景点化、到处建景点的情况，防止出现雷
同化、无特色的情况，防止搞形式主义。

济源市委副书记贾宏宇在致辞中说，全省
全域旅游创建工作推进会在济源召开，既是对
济源市全域旅游工作推进的肯定，也是对济源
市推进全域旅游的激励。“十三五”时期，济源
将深入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牢固树立大众
旅游时代“旅游+”的理念，重点打造沿黄河小
浪底北岸以滨水度假体验为主题的旅游产业
发展带和沿南太行以山地观光体验为主题的
旅游产业发展带。

济源市旅发委主任刘慧华、栾川县旅游委
主任孙欣欣分别就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进行
典型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曾
博伟博士作《全域旅游发展的思路》专题报告；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柏文对全域旅游导则全
域旅游创建标准进行详细解读；河南九鼎德盛
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保盈作了《发
展全域旅游的要素动力及其运作难点》专题辅
导报告。

12月 16日上午，与会人员先后到济源市
重点旅游项目洞天福地广场、王屋山道境广
场，农家乐示范点五里桥，文物景点阳台宫，重
点景区王屋山，工业旅游景点伊利乳业等处观
摩学习全域旅游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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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青岩古镇 畅谈报旅融合

滑雪、泡温泉、赏灯、逛庙会……近
日，洛阳市各景区的冬日游活动陆续展开。

宜阳县在灵山莲花水城隆重启动
“休闲宜阳”旅游项目，这个冬天，游客
除了可以到灵山祈福、逛庙会，还可以
在灵山莲花水城泡温泉、赏花、看灯、玩
雪。灵山莲花水城推出别具特色的河
洛水灯节，运用光影艺术，充分发挥千
亩莲荷湖面的水资源优势，以河洛文化
为底蕴，打造水灯节。

洛宁和伊滨区今冬也有好去处。
伊滨区万安山国际滑雪中心总占地面
积 3000余亩，拥有高山滑雪道 10条，
规划冰雪主题游乐区、丛林穿越区、温

泉汤池区、野营基地片区以及滑雪产业
研发创意基地。园区冬季打造以滑雪
娱乐、野营探险、休闲度假等为主题的
冰雪体验乐园，核心项目包括中级滑雪
道、初级滑雪道及练习区、儿童戏雪区、
雪圈道、滑索等，并配以雪乡住宿、特色
餐饮、特色演艺等休闲服务设施。

洛宁神灵寨滑雪场总面积30万平
方米，其中雪域面积5万平方米，嬉雪区
5000平方米，除了全新的魔毯、雪板、雪
地橡皮圈等配套服务设施外，神灵寨滑
雪场还增加了儿童滑雪车、雪地挖掘机、
雪地小火车等滑雪设施，游客可尽情享
受玩雪、娱雪、滑雪等乐趣。 （朱天玉）

洛阳开启冬季游 滑雪泡汤乐开怀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因此，具有
文化底蕴的报业与旅游业之间也有
着天然的结合度。”在12月13日贵阳
市花溪区举办的“2016中国青岩·古
镇峰会之报旅融合创新发展高峰论
坛”上，来自全国的百余名报业社长
总编汇聚一堂，探讨报业和旅游融合
创新发展之路。

中报协秘书长胡怀福在致辞中
说，中国报业协会和贵阳市政府共同
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索媒
体与旅游融合新模式，是一次意义重
大的创新探索。希望大家贯彻融合
发展理念，积极建言献策，致力于推
动古镇旅游良性持续发展，发掘潜在
的品牌资源，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
使古镇旅游实现“山水草木皆有意、
一砖一瓦皆有情”。

为打造文化强市、多彩贵州民族
特色文化强省，贵阳于今年10月9日
出台《关于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意
见》，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与
旅游业的融合互动。面对贵州、贵阳
大旅游迅速发展的重大机遇，贵阳日
报传媒集团着手文化旅游、文化酒店
等产业布局，着力构建报业、新媒体
与文化、旅游四元支撑的产业格局。

目前，集团旗下的旅行社业务稳居全
省三强，位于青岩古镇的文凡·状元
别院是一家文化创意酒店，已经成为
贵州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张名片。别
院位于古镇内，古朴的外观，现代的
功能，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所在。餐饮
方面迥异于旅游套餐的俗套与凑合，
日式的、美式的、本地的，应有尽有。

由中国报业旅游联盟联合各地
报社、传媒机构组织评选的“2016最
受中国报业特别关注最具影响力古
镇”“2016最受中国报业关注的十大
古镇”“2016最受中国报业特别关注
古镇”获奖名单也在此次论坛公布。
其中，“最受中国报业关注的十大古
镇”分别是西塘古镇、镇北堡古镇、青
岩古镇、泗泾古镇、震泽古镇、汶口古
镇、荡口古镇、利民古镇、土城古镇、
上里古镇。

随后，百名报业社长总编前往青
岩古镇、花溪公园、花溪板桥艺术村、
夜郎谷等地考察采风。既有历史底
蕴，又具时代气息的青岩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
镇，宁静悠远。青瓦、木雕、少数民族
风情等元素，与云南大理古镇、丽江古
镇有着相近之处，却远远没有那么喧
嚣和商业，是休闲度假的极佳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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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里，收获闲情逸致。家园与景区水乳交融，百姓的笑意写在脸上。

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历史时期，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践行“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如何让旅游发展与百姓家园建设相得益彰？12月 15日，济源喜

迎全省全域旅游推进大会暨标准培训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全域旅游蓬勃发展的生动样本。

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在济源市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全面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率先

建成又富又美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书写出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济源篇”——

12月12日，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国家旅游局联合举办的全国
旅游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我省9单
位和个人荣获全国旅游系统先进集体、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具体为：林州红旗渠风景区旅游
服务有限公司、兰考焦裕禄纪念园管
理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管理处、开封中州国际饭店有限公
司等四家单位获得“全国旅游系统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焦作友谊旅行社有
限公司导游员韩滨、焦作云台山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永才、河南

嵖岈山旅游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市场部经理王亚、洛阳龙门旅游集
团唐风讲解服务有限公司讲解员高丹
获得“全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河南省旅游局旅游促进处原处长
张毅兵获得“全国旅游系统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我省被表彰单位和个人
数量居全国前列。

此次评选表彰，旨在通过广泛宣
传旅游行业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崇
高精神，激励和鼓舞旅游行业从业人
员以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勤奋工作、
乐于奉献、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促进
旅游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刘春香）

旅游行业树榜样 我省多人受表彰

状元别院

全域旅游展画卷 大美济源奏欢歌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卫艳萍

冬日的愚公故里，暖阳高照，晴空如碧，处处洋
溢着勃勃生机。

12月15日，全省全域旅游推进大会暨标准培训
班在济源市召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稳增
长、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的重要引擎，济源“全域
旅游”再次成为全省旅游界关注的焦点。

站位我省唯一的全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济源坚
持“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区域联合、力量聚合”的发展
思路，全力构建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的旅游
发展新模式，撬动着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

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张凤有说：“近年来，济源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全域旅游取得了
长足发展。济源全域旅游起步晚、力度大、推进快、
成效显著，目前已经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顶层设计 精品铸造 全景雕琢
全域共建绘就旅游发展新蓝图

2014年，济源全域旅游萌生概念；
2015年，济源市出台《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

展的意见》，全域旅游工作全面铺开；
2016年 2月，济源市成功入选首批“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全域旅游强力推进……
济源迈向全域旅游的步履铿锵有力，景城联动

的旅游发展宏图日渐清晰——
济源风景独好。“七山二岭一分川”的地貌特征，及

自然山水的厚爱、历史文化的眷顾，赋予了济源发展全
域旅游的资源禀赋。作为以“五小工业”起步的重工业
城市，济源亟待突破瓶颈，寻求转型发展之路——

“旅游业是拉动济源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我
们果断提出‘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要通过实施全域
旅游，促进旅游业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推
动旅游业由‘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谈起旅
游产业发展前景，济源市市长张宇松信心十足。

济源正凝聚起全域旅游发展的强大合力，引领
“全域济源”快速发展。济源市成立了由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四大家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全
域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解决全域旅游发展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聘请国内知名旅游专家于冲、杨振之等为
济源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一大批项目建设的精彩推进，勾勒出城市魅力
提升与旅游发展相辅相成的美妙画卷。

记者近日来到济源采访时看到，作为济源市的重
点核心景区，王屋山道境广场已完成主体施工。景区
人员介绍，随着天坛峰综合提升项目、总仙宫修缮工
程、环崖栈道工程修建完成，将彰显“天下第一洞天”
的不凡魅力。小浪底北岸新区也呈现出俊俏模样，滨
湖景观大道已完成一半的工程量，自来水厂已建成，
中心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正加快推进。围绕济渎区
域建设的济水源景区也全面加快论证、规划步伐。济
源市有关人员表示，届时，济水源与王屋山将联袂打
造国家5A级旅游景区，引领全域旅游发展。

为打造全域旅游发展龙头，构建“二龙戏珠”的
全域旅游格局，济源整合南太行及沿黄河旅游资源，

组建高规格的济源市旅游集团、小浪底北岸新区管
委会，将黄河明珠岛、531遗留厂房等闲置资产及原
属文广部门的阳台宫、原属农业部门的卢仝茶园等
资源划归市旅游集团经营管理，既盘活了“沉睡”资
源，又激发了南北旅游带的发展活力。

很多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感觉，整个济源是
个处处有风景、时时见风景的大景区。在这个大景
区中，“全域”理念主动融入城市建设、美丽乡村打
造、精准扶贫与“互联网+”等工作之中，逐步形成了
以旅游景区为核心吸引物，以旅游城市为游客集散
地的产业体系。

参会的代表们看到的是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优
美的城市环境，赏心悦目的街头雕塑，独具风情的商业
街，城区标志性建筑篮球城、文化城、城展馆—科技馆，
这些元素相得益彰，装点着一个宜游、宜居的济源。

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济源山美、水美、城市美！”

规划先行 产业互通 区域联动
全域共融构筑产业转型新支撑

徜徉于大美济源，王屋山道境广场宏伟气派，道
境极地牌坊与阳台宫交相辉映，雕塑、绘画、景观与
施工者忙碌的身影相映成趣；愚公移山雕像旁，非物
质文化遗产王屋琴书声声入耳；五里桥的农家院里
笑声朗朗，王屋花馍、特色农家饭菜正香；伊利乳业
工业旅游区正在迎接南来北往的游客……

参会的代表们对美丽乡村五里桥、龙头景区王
屋山、工业旅游区伊利乳业观摩学习后，纷纷“点赞”
济源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成果。他们表
示：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诠释了济源“全域
旅游”的内涵，济源围绕“旅游+”做足融合文章，激
发了产业发展潜力。

规划融合。今年9月，济源市《全域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在全省率先通过评审。该规划在济源“十三
五”规划编制过程中，与交通体系、城市水系、海绵城
市、智慧城市、花园城市和美丽乡村等重大专项规划
有机融合、无缝对接。

产业融合。济源市交通、农业、工业、林业、文
化、体育、宗教等部门围绕全域旅游发展提前谋划、
全面融合。大交通奠定了大旅游的发展格局，公路
通到哪里，风景就要延伸到哪里。济阳高速、济洛高
速已经开工建设，串起了美丽的风景；焦济洛城际轻
轨、南太行旅游道路开工在即，“快旅慢游”成为可
能。玉泉都市农业观光园等50余个产业园的建成，
实现了农业围绕旅游增值。力帆工业园、伊利乳业
工业旅游区围绕旅游开发产品；济水源文化产业园、
王屋山道文化产业园、道教学院等文化产业项目及
文化节、摄影节、诗歌节等活动的开展，为全域旅游
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

区域融合。济源主动融入丝绸之路旅游，重点
与郑州、洛阳、焦作、新乡等地市对接，开展交流合
作；出台奖励扶持政策，将山西皇城相府、焦作云台
山、洛阳龙门石窟、郑州少林寺等景区纳入旅游大团
奖励范围，共同打造旅游精品线路；与晋豫陕三省六
市开展联合推广活动；利用洛阳牡丹花会等重大节
庆活动，借势借力营销。

“旅游+”是实现全域旅游的核心路径。“旅游+
城市”拉长了都市游产业链，“旅游+工业”激活了传
统工业资源，“旅游+生态”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旅游+互联网”开辟了智慧旅游的新蓝海……

济源市副市长李拴根告诉记者，全域旅游是对
景城共生旅游业态的新创造。济源围绕“旅游+”做
足融合发展文章，形成了一二三产联动、共绘旅游蓝
图的新格局。在全域旅游理念的引领下，济源不仅
要完善食、住、行、游、购、娱传统旅游要素，还要培育
商、养、学、闲、情、奇新兴旅游要素，实现“处处宜旅
游、行行有旅游、时时可旅游”的新体验。

生态利民 服务惠民 旅游富民
全域共享打造又富又美新济源

全域济源让美蔓延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黄河
岸边，天鹅展翅翱翔,与落霞共舞；王屋山下，深邃的
碧空与村庄、农舍、旅游车辆交相辉映……好一幅田
园美景。

济源市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又富又美济源
的发展目标和实施工业强市、旅游富民的发展战
略，且已达成共识。全域旅游是适合济源加快转型
发展、优化经济结构、实现旅游富民的一条途径，也
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旅游
扶贫正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
的造血功能、巨大的带动作用，成为小康路上扶贫攻
坚的生力军。

旅游的发展，游客的不断涌入，真实地诠释了
“旅游+扶贫”带来的山乡巨变。2015年以来，济源
全市新增旅游就业人数8320人，占本地新增就业人
数的20.8%。大峪镇引导东沟、寺郎腰、王庄、乱石、
偏看、桥沟、上寨等 7个村谋划乡村旅游差异化发
展，已有172户贫困户脱贫。王屋镇重点对清虚宫、
林山、谭庄等村实施旅游扶贫，去年该镇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15万人次，带动3200余人就业
创业。邵原镇通过招商引资，开发了黄楝树漂流、娲
皇谷民俗村等项目，“旅游+公司+贫困户”的扶贫新
模式，让3000余名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济源将旅游公共服务作为惠民工程来抓，在市
区通往景区、热点休闲区域的主干道上新建旅游厕
所解决了游客的“内需”；在旅游热点区域布局250
辆电动车，解决游客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小浪底旅游专线、邵吉线、渠马线、黄孤线、阳下路、
水牛线和石寺线“5+2”旅游景观廊道，成为“最美的
路上风景”；骑行绿道、公共自行车、直饮水等休闲设
施，让游客和本地居民共享全域游憩空间。

从“景点旅游”迈向“全域旅游”、从“美丽乡村”
跨入“美丽经济”。全域旅游，撬动了济源经济的再
次腾飞。

“中国正迎来大众旅游时代，发展全域旅游，给
游客一个非来济源的理由，济源有优势、有缺憾、在
努力，并且前途无量。”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充满自
信。乘上全域旅游发展的快车，愚公儿女将发扬“愚
公移山”之志，全面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叫响一山
（王屋山）一水（济水源）一精神（愚公移山）品牌，努
力把济源建设成为又富又美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全域旅游 让济源又富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