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峡旅游资源丰富，但在多年前，
却是有名的穷山恶水，现在仍有未脱
贫贫困户 5185 户、贫困人口 10050
人。

如何破题？该县依托丰富的旅游
资源，围绕脱贫攻坚聚力“布局”：立足
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香菇、猕猴
桃、中药材等种植的同时，开启以特色
产业为基础、以美丽乡村为载体、以休
闲旅游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模式，加速
农旅融合，打造形成乡村旅游新格局。

凸显特色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

西峡发展山茱萸观光基地 22 万
亩，野生猕猴桃基地40万亩、标准化种
植基地 12.5万亩，香菇专业村 110个、
标准化采摘基地 173 处。该县围绕

“果、药、菌”特色农业基础，打造了黄
狮村农游一体基地、孙沟村杏李、栗坪
村山茱萸等农业观光采摘旅游专业
村。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打造了双龙
镇化山村、太平镇东坪村等配套服务
专业村。目前，全县共培育出 21个乡
村旅游专业村，建成农家宾馆 680 余
家，6个乡镇的1.5万农民变成了小老

板、经纪人，年综合效益超过10亿元。

发挥优势
特色景区带动农民脱贫

把特色景区建设作为产业扶贫、
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示范、
带动和辐射作用，助力农村经济发
展。景区带动扶贫，龙潭沟景区附近
的双龙镇化山村，实施“景区+农家”模
式，建成农家宾馆 142家，覆盖农户近
60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8人，
解决群众就业130余人。探索建立“能
人＋农户”带动脱贫模式，至目前，仅

老界岭度假区就有周边群众 463人直
接就业，有 1000余人围绕度假区建设
从业，去年新吸收周边贫困户 18户 21
人，实现兜底脱贫；基金助推扶贫，老
界岭旅游度假集团充分发挥旅游协会
作用，筹资 150万元，建立旅游扶贫基
金，为脱贫攻坚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立足市场
不断扩宽旅游增收渠道

把乡村旅游纳入全县旅游大宣
传，通过举办寺山庙会、孙沟李花节、
老君洞紫荆花节等节庆活动，带旺人
气、扩大消费、增加收益；通过线上、线
下各种途径，全方位、多角度地推介乡
村旅游，提高知名度，增加游客量；培
育乡村旅游软实力，形成乡村旅游特
色品牌。西峡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旅
游示范县”，太平镇被评为“河南省乡
村旅游示范镇”“中国特色小镇”；化山
村和东坪村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23家农家宾馆被评为“中国乡
村旅游金牌农家乐”。

图为西峡县美丽乡村中生态游园
处处可见

乡村旅游如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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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杨洋

5月 18日，全省乡村

旅游暨旅游扶贫南阳现

场会在西峡召开，伏牛

山、太行山、大别山区域

的 10 个省辖市旅游局

（委）负责人等如约而至。

当天上午，与会人员

现场观摩了西峡五里桥

镇黄狮农游一体示范区、

西峡五里桥镇前营白庙

民俗村、西峡二郎坪镇湾

潭旅游扶贫示范村等乡

村 旅 游 暨 旅 游 扶 贫 情

况。在当天下午召开的

现场会上，河南省旅游局

局长姜继鼎禁不住感叹：

“看有看头，听有听头。

从西峡经验来看，乡村旅

游扶贫大有可为！”

如今，全省脱贫攻坚

激战尤酣，在这场攻坚战

中，西峡县如何依托乡村

旅游“布局”，又如何激活

全域旅游满盘棋？记者

带着问题一探究竟。

乡村旅游是全域旅游
的重要突破口，乡村
旅游水平决定全域旅
游发展质量，乡村旅
游也是脱贫攻坚的重
要抓手。

河南省旅游局局长

姜继鼎

西峡以美丽乡村为抓手西峡以美丽乡村为抓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旅游景推动旅游景

观全域优化观全域优化、、旅游服务全域配套旅游服务全域配套、、旅游产业全域联动旅游产业全域联动，，在脱贫攻坚战中在脱贫攻坚战中

实现了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新局面实现了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新局面。。

处处皆美景 无处不留客
——西峡乡村旅游助脱贫发展现象探析

从位于西峡县城的
鹳河饭店出发，行进
在鹳河大道上，目
光所及，万物葱茏，
繁花似锦；亭台轩
榭，错落有致；高
楼 游 园 ，交 相 映
衬。

画面一

一场大雨过后，西峡
县五里桥镇黄狮村的猕猴桃
长廊格外青翠欲滴，腰杆笔挺的猕猴
桃果苗长势正旺，果农李大伟正在一
丝不苟地为果树除草松土：“如今，果
子可不愁卖，等到了收获季节，城里
人拖家带口到园里采摘，可喜人喽！”

黄狮村采用“公司（西树公司）+
基地（猕猴桃）+农户”的乡村旅游产
业扶贫模式，通过基地托管、基地用
工、公司用工，猕猴桃成了摇钱树，去
年年底46户 158人全部脱贫。

毗邻黄狮村,距离县城 10公里，
记者来到了五里桥镇前营村白庙民
俗文化村，农村粮仓、旧粮票等这些
传统生产耕作情景让看得见的乡愁
扑面而来。

让乡村美起来，把游客引进来，把
贫困帽子摘下来。白庙按照乡村振兴
的发展定位，挖掘农耕作坊民俗文化，
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积极探索旅游扶
贫。每到节假日、双休日这里更是人
流如织，川流不息，各种特色小商品供
不应求，各种美味小吃品尝不够。这
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画面二

人间四月芳菲尽，中坪五月月季
胜！

坚实的致富产业，宽阔的田间
路，漂亮的屋舍，房前屋后、田间地头
鸟语花香，呈现出“人在景中走、画随
行人移”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缓缓展开在记者眼前的这幅画
卷，是省级贫困村——二郎坪镇湾潭
旅游扶贫示范村，农耕年华主题广场
上，耕牛低头奋蹄，农民手扶耕犁……
这一幕熟悉而亲切的场景，让来往游
客驻足拍照。

近年来，该村依托临近的五道石童
景区，围绕农游一体的农耕民俗园，
配套农家乐10多家，袋料香菇生产观
光、采摘扶贫基地 30亩，山茱萸扶贫
基地 8000亩，蜂箱 260多箱，村里开

设电商扶贫服务站，
实现了山上有药材，
山下有蜂群，基地
有产业、家家有
宾馆、户户有项
目 的 立 体 扶 贫
模 式 。 至 2017
年年底，全村 17
户 38人全部脱贫

摘帽。

画面三

早在2010年，太平镇东坪村村民
郭怀诚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一年两
万多元的上学开销让他捉襟见肘，他
成了因学致贫的贫困户。当年，像郭怀
诚一样的贫困户，占全村人口的70%以
上，该村也被纳入河南省贫困村。

太平镇位于伏牛山世界地质公
园核心区，该镇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产业，采取“政府引导、群
众参与、以奖代补、倾斜扶持”的措
施，先后投资 3200万元，实施乡村旅
游整村推进建设工程，引导群众发展
农家宾馆。郭怀诚成为第一批敢吃
螃蟹的人，“一年只干半年，净利润一
二十万元。”早在3年前就顺利脱贫的
郭怀诚小日子过得倍儿滋润。

如今的东坪村共有农家宾馆 75
家，旅游从业人数占全村人数的一半
以上，2015年已整村脱贫。每年旅游
旺季，来自全国的游客在这里避暑度
假。农家宾馆吸纳大量贫困户务工，
月工资 2000 元左右，而且优先选用
贫困户的“山货”，极大地解决了农产
品的销路难题。去年，全村旅游收入
达 150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6万元。

距离东坪村不远的鱼库村是太平
镇三个贫困村之一，沿路走进一家民
俗宾馆，抬头可见门头上“丰谷苑”三
个字，镂空的门窗，高高悬挂的玉米
棒，一脚踏进门，便可见古色古香、清
幽雅致的茶室，恍若置身于世外桃源。

2017年以来，太平镇依托老界岭
景区以旅游扶贫为抓手，精心打造特
色民宿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目前，鱼库村按照豫西民居风格改造
民宿 31座，下半年将完成 65座民宿
改建任务。

让记者意外的是，2017年，一个
小小太平镇游客接待量竟达 80万人
次以上，综合收入突破3亿元，从业人
员 5000多人。乡村旅游已成为精准
脱贫、稳定增收的经济增长点。

图为太平镇鱼库村民俗文化广场
已成为群众茶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

封德 摄

“没有乡村旅游，何谈全域旅游？”
西峡县委书记孙起鹏一语道破天机。

近年来，西峡县融汇旅游要素，全
面整合资源，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接待
水平，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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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创一建”目标，打造乡村
旅游升级版。先后荣获 2017年度《中
国国家旅游》“最佳度假旅游目的地”
和“2017中国候鸟旅居小城”称号，创
建工作一日千里。

组织机构化。成立了综合性旅游
管理机构——西峡县旅游发展委员
会，并正在组建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
庭、旅游工商分局等，完善“1+3”综合
管理和综合执法模式。

布局全域化。用开放联合的模式
整合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形成一个从
生态观光、自然探索、运动体验、文化
传播到避暑度假、休闲养生的完整体
系，构建起了“春可踏青赏花、夏可漂
流避暑、秋可游园品果、冬可滑雪健
身”的四季旅游格局，实现了由单一景
区景点向全域统筹布局转变。

景区精品化。全县已建成开放以
名园、名山、名漂“三名”为代表的特色
景区 17个，成为全省A级景区最多的
县份，西峡也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旅游
示范县，实现了由粗放低效旅游向精
细高效旅游转变。

产品多元化。瞄准“全景”，发展
“全员”，培育“全业”，推进融合。与现
代农业结合，推出了陈河坡花海果香、
孙沟杏李等多个农业观光园；与工业
项目结合，建成仲景宛西制药现代化
生产线等多个工业旅游项目；与美丽
乡村建设结合，实现了由旅游内循环
向“旅游+”融合发展转变。

配套标准化。全县建成农家宾馆
680多家，23家农家宾馆被评为“中国
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拥有旅行社
16家，完善了景区、星级饭店和交通沿
线标识系统，建成全县游客中心。新
建改建旅游厕所106座，基础设施和服
务功能日臻完善，旅游接待实现了由
数量向质量的转变。

辐射最大化。充分发挥旅游产业

的关联带动作用，推进三产统筹发展，
建成旅游购物超市、土特产门店 80多
个，开发绿色产品20余种，21个村把旅
游确定为主导产业，实现了由旅游企业
单建独享向全社会共建共享转变。

收益高效化。2017年，全县接待游
客681.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2%和26.7%。

相关知名专家认为，西峡以美丽
乡村为抓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契机，推动旅游景观全域优化、旅游服
务全域配套、旅游产业全域联动，在脱
贫攻坚战中实现了一子落而满盘活的
新局面。

面对取得的优异成绩，善做善成的
西峡人并不满足于此。西峡县旅游局
局长张智勇告诉记者，力争到2020年，
实现年接待境内外游客 800万人次以
上，旅游综合收入突破45亿元，全县所
有景区均达到A级景区标准要求，在重
点乡镇实施“十百千”工程，即建设 10
个特色旅游村、100 个特色农业观光
园、1000家特色家庭宾馆或农庄，实现
全县旅游直接就业人员2万人，带动社
会就业 5万人以上。充分发挥乡村旅
游的引领示范作用，使其成为脱贫攻
坚、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载体。

图为东坪村已经成为夏季游客休
闲避暑养生地 封德 摄

春风十里不如美景如画

激活全域旅游一盘棋

避暑养生地南阳老界岭
周运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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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坪镇湾潭村在保持传统香菇食用菌产二郎坪镇湾潭村在保持传统香菇食用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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