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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2016年 8月20日—2019年
12月31日

主办单位：嵩县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嵩县旅游局 嵩县扶贫办
参与景区：嵩县所有A级景区
帮扶方式：
1.助学帮扶。对贫困家庭学生实施助

学帮扶，每年每个孩子不低于2000元，脱贫
攻坚期内资助贫困家庭子女完成学业。

2.项目帮扶。帮助贫困户筛选适合自身
发展的脱贫项目，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支
持，原则上项目资金支持不少于5000元。

3.就业帮扶。为贫困户家庭有劳动能力
的成员提供就业岗位，月工资不低于2000元。

4.其他方式。通过当地乡镇政府、村委
会对贫困群体进行规模性帮扶。

活动办法：
1.嵩县扶贫办在5A嵩县旅游网发布嵩

县贫困户基本情况资料，由爱心志愿者自
愿选择帮扶对象。

2.社会团体、组织或其他个人的规模性
帮扶，由嵩县扶贫办认定后，根据帮扶力
度，以赠予景区门票的方式回馈爱心人士。

3.帮扶协议经扶贫部门确认后，嵩县旅
游局制作发放“嵩县旅游精准扶贫爱心
卡”。帮扶期间持该卡，本人及户口簿上家
庭成员可免门票进入嵩县所有A级景区。

4.全国各地爱心人士均可参与。
5.持“嵩县旅游精准扶贫爱心卡”游览

嵩县景区时，需出示身份证；与家庭成员一
道旅游时，需出示户口簿核对相关信息。

爱心热线：0379-66318969

大美嵩县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郭晓阳

站位从高速旅游增长阶段转向优质旅
游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如何牢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打破行政框
架壁垒，打造伏牛山精品旅游圈？

4月30日，栾川县、嵩县、西峡县共同成
立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并在美丽的陆
浑湖畔成功签约。该联盟成立后，栾川、嵩
县和西峡将共同在高速免费活动、伏牛山片
区精品景区创新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化交流
合作，合力打造伏牛山精品旅游圈，书写全
域旅游背景下的旅游扶贫新篇章。

省旅游局局长姜继鼎参加本次签约仪
式，并表示：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的成
立，标志着伏牛山区旅游大开发将进入整体
推进、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标志着栾川、嵩县、
西峡三个兄弟县将携手打造伏牛山精品旅游
圈，以全域旅游带动全域脱贫，打造我省旅游
发展新亮点，加快河南旅游业的转型发展。

三个“兄弟”一家亲
合力抱团谋发展

“今年是‘美丽中国——全域旅游年’，
随着全域旅游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我省全
域旅游创建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嵩县、栾川、
西峡都绽放出全域发展的强劲活力。”嵩县
县委书记徐新表示，伏牛山区重点旅游县栾
川、西峡、嵩县三县打破行政框架壁垒、整合
优质旅游资源、携手抱团发展、打造伏牛山
精品旅游圈，共促当地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
等势在必行。

八百里伏牛山蜿蜒逶迤,大自然雕饰出
壮丽的山水画卷定格在中原大地。伏牛山
地区是我省生态旅游资源富集区，地跨洛

阳、南阳、平顶山三市，包括南召、内乡、淅
川、西峡、栾川、嵩县、汝阳和鲁山八县，总面
积20560平方公里。同时，伏牛山地区也属
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范围，是我省

“三山一滩”脱贫攻坚的主战场，8个县中含
6个国家级贫困县、1个省级贫困县。

伏牛山如诗如画，栾川、嵩县、西峡风光
旖旎、各具特色。经过多年的发展，伏牛山
生态旅游圈已成为中原乃至全国重要的旅
游目的地。但是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限
于行政区划壁垒，伏牛山各县旅游发展“单
打独斗”，未能形成旅游发展合力和规模竞
争优势。因此，三县力求通过伏牛山精品旅
游圈的打造，以较大的游客量倒逼旅游产业
升级，让广大贫困群众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走
上致富道路。

铭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
论断，栾川、嵩县、西峡三县共同协商，决定
成立伏牛山全域旅游联盟，合力提升伏牛山
旅游精品线路在全国旅游市场的竞争优
势。据悉，该联盟本着“省局指导、自愿加
入、合作共赢、良性运转”的组织机构原则，

由栾川、西峡、嵩县三县倡议，期限暂定为
2018 年—2020 年。联盟由发起方牵头负
责具体筹备工作，起草联盟章程，形成联盟
公约，上报省旅游局备案。同时，联盟设立
轮值主席制度，实行轮值主席负责制；完善
合作运营工作机制；实行联盟会议制度等。

合作共赢新时代
共谱旅游新篇章

伏牛竞秀，中原飞歌。“平等、共赢、共享、
互助”成为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最动听
的声音，区域合作、融合发展也道出了栾川
县、嵩县、西峡县倡议成立该联盟的初衷。

“伏牛山生态旅游圈已成为中原乃至全
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倡议成立伏牛
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实施区域旅游一体化
发展战略，打造河南旅游新的亮点和增长
极。”在签约仪式上，嵩县县长宗玉红宣读了
《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倡议书》，并表
示，该联盟先期三个县突破行政区划限制，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开展工作，待

联盟启动并运转后，再适时扩大合作范围。
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宣读了《伏牛山全

域旅游扶贫联盟章程》。联盟轮值主席为当
年轮值县县委书记，每县轮流主导一年，即：
2018年由栾川县牵头负责，轮值主席为栾
川县委书记；2019年由西峡县牵头负责，轮
值主席为西峡县委书记；2020年由嵩县牵
头负责，轮值主席为嵩县县委书记。其主要
职责为：协调推动伏牛山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编制，建立重点旅游项目投融资平台和公共
服务平台；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建
立旅游市场互惠机制，开展互助推介、区域
整体营销，跨界跨业合作等；召开联盟年会、
峰会、博览会等，搭建政企沟通桥梁；聘请旅
游专家顾问，提供全面智力服务。

谈到下一步的工作，西峡县县长周华锋
宣读了《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2018年行
动计划》。三县将共同推动2018年高速免费
活动；组织召开伏牛山片区精品景区创新发
展峰会；打造区域整体营销平台；加快高速路
网和重点景区旅游通道建设，实现县域、景区
之间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建立旅游
人才交流机制等，掀起区域合作的新高潮。

不远处，伏牛山的春天正繁花似锦。
省旅游局局长姜继鼎语重心长地说：“在

我省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的新形势下，伏牛山
全域旅游扶贫联盟要坚持共享原则、着力创
新发展、切实加强组织协调、积极培育市场主
体、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创建和全面提升旅游
带动脱贫能力，为加快伏牛山旅游大开发、为
打造全省全域旅游发展新亮点、为河南打好
脱贫攻坚战，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域旅游引领转型升级，旅游扶贫提升
发展动力。我们期待着：栾川、嵩县、西峡三
县携手，共同书写区域合作共赢、全域旅游
扶贫的新篇章。

▇ 栾川

栾川古称“鸾州”，因一种形似凤凰的

鸾鸟在此栖居而得名。栾川位于十三朝古

都洛阳市西南部，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

黄河、长江流域的分界线上，境内旅游资源

丰富，奇山、险峰、溶洞、温泉、峡谷、幽林、

翠 竹 点 缀 其 间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83.3%。

目前，栾川已建成开放 12 个旅游景

区，其中包括老君山、鸡冠洞2个5A级旅游

景区，重渡沟、龙峪湾、伏牛山滑雪度假乐

园、养子沟、抱犊寨、天河大峡谷 6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是目前全国拥有国家 4A

级以上景区最多的县。

栾川是全国首批 17 个“中国旅游强

县”之一，其旅游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被国内

旅游业界称为“栾川模式”，享誉全国。目

前，栾川县正奋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建设“向上向善、旅居福地”新栾川。

▇ 西峡

西峡县地处豫西南，豫鄂陕三省接合

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域，总面积

3454平方公里，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山区县、河南省第二区域大县。

近年来，西峡县委、县政府坚持“政府

主导、企业主体、整合提升、全域景区”的建

设思路，结合“两创一建”（创建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县、国家 5A级景区和建设县城旅

游服务综合体），融汇旅游要素，全面整合

资源，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接待水平，着力

打造“美在山水、乐在休闲、福在养生、悟在

文化”的西峡旅游新形象。

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西峡

按照“全县是景区、村村是景点、处处是景

观”的思路，着力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推

动旅游景观全域优化、旅游服务全域配套、

旅游治理全域覆盖、旅游产业全域联动、旅

游成果全民共享。

5A嵩县
有山有水有乡愁

全域旅游携手并进 全域脱贫再写新篇
——栾川县、嵩县、西峡县联合成立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

三 县 情 况 简 介

“帮扶一个贫困户，嵩县山水任你游”
嵩县旅游精准扶贫大型公益爱心活动

全域旅游在共建中提升，群众在共享中获得，产业在
共赢中转型……4月 26日，嵩县召开全域旅游工作推进
会，围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突出全域环境、项目
推进、产业融合、民宿建设，进一步明确思路、突出重点、
出台政策，动员全县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形
成攻坚合力，努力推动旅游工作再上新台阶，确保早日成
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绿色发展，守护好嵩县绿水青山。”嵩县县委书记
徐新在会上说，嵩县要加大旅游宣传力度，创新营销方
式，提升嵩县旅游的对外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要下大
功夫，打造精品。发扬工匠精神，围绕旅游要素，不断完
善旅游驿站、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补齐旅游产业链条短
板，大力推动智慧旅游、服务精细化。要广泛凝聚创建合
力，深入推进“各行各业+旅游”战略，动员各行各业积极
参与和支持全域旅游发展，推动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
展，培育一批旅游新业态产品，构建互利互赢的格局。要
处理好政府与景区的关系，政府应在行业管理及规范上
发挥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引导企业更好地建设和经营景
区。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参与、全力支持、狠抓落实，努力
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确保整
体工作顺利推进。

会议传达了《嵩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情
况通报》，下发了《关于印发奖补扶持精品民宿发展若干
意见的通知》《嵩县精品民宿建设工作情况通报》，并对精
品民宿建设工作进行了安排。16个乡镇递交了《2018年
嵩县精品民宿建设目标责任书》。

乘着产业转型升级的东风，助推全域旅游优质发
展。嵩县正在绽放出全域发展的强劲活力。

▇ 嵩县

推进全域旅游
促进优质旅游发展

五一过后五一过后，，大美嵩县持续精彩大美嵩县持续精彩

嵩县特色旅游节会活动嵩县特色旅游节会活动
（2018年5月—2019年1月）

● 5月13日车村镇越野马拉松赛
● 5月白云山道家养生文化
● 5月白云山围棋大赛
● 5月白云山高山牡丹节
● 5月中旬石头部落石头文化节
● 5月下旬石头部落高山放牧节
● 6月白云山亲子活动
● 6月17日白云山父亲节活动
● 6月18日白云山端午节活动
● 8月九皋镇垂钓节
● 8月城关镇葡萄采摘节
● 8月17日白云山七夕高山音乐节
● 8月下旬木札岭斗地主大赛
● 8月石头部落白龙撞垂钓节
● 9月木植街乡杨山马拉松赛
● 9月22日白云山围棋总决赛（中秋节期间）
● 10月1日白云山国庆节山地马拉松赛
● 10月车村镇白云山花谷赏花节
● 10月中旬白云山重阳登山活动
● 10月末白云山银杏节
● 10月白云小镇百园花谷赏花节
● 10月上旬木札岭森林穿越登山节
● 10月下旬木札岭红叶节
● 10月底车村镇红叶节
● 10月九皋镇石头部落红薯丰收季
“旅游+扶贫”专项活动

● 12月3日库区乡环湖马拉松赛
● 12月白云山滑雪节
● 12月陆浑水库开渔节活动
● 12月陆浑水库海鸥节活动
● 12月白云小镇滑雪节
● 12月22日田湖镇千人诵读二程家训
● 12月25日白云山圣诞节
● 12月—2019年1月车村镇木札岭冰挂节

嵩县地处洛阳南部，伏牛山北麓，素有

“九山半岭半分川”之称。由于受自然地理

条件的制约，嵩县的贫困人口大部分聚居于

深山生态景区周边。近年来，旅游景区的快

速发展，极大地辐射带动了当地群众脱贫致

富。为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对贫困地区的带动

作用，嵩县县委、县政府于2016年8月20日，

面向全国发起“帮扶一个贫困户，嵩县山水任

你游”旅游精准扶贫大型公益爱心活动。

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

响。一年多来，共有1200多位爱心人士资助全

县贫困学生，资金共计200多万元。一系列的

爱心行动，使嵩县实现了“旅游”和“扶贫”的完

美融合，探索出了“旅游+扶贫”的“嵩县模式”。

2018年，嵩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帮扶一个贫困户，嵩县山

水任你游”活动开展，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

在旅游扶贫工作中走出新路子、取得新成效。

享自然

栾川县、嵩县、西峡县共同签署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合作协议

5A嵩县 秀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