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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文章联起做 城建赢得高品质

焦作美：半城青山半城水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提出要“实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设施完

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

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

为实现“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观光游

向休闲度假游、一日游向多日游”转变，近

年来，修武依托“绿水青山”，致力打造具有

鲜明地域特色的修武“云宿”品牌。在

2017年 11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民宿大会

上，修武县荣获“全国民宿创建示范单位”

称号，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推进“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民宿产业持续前行，让“南有莫干山，

北有云台山”更加深入人心，修武正举全县

之力打造北方民宿之都。

地方传真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10月 17日，焦作市民张倩站在民主路南水北调立交
桥上，向不远处望去：工人们或蹲在地上栽植草坪，或手
持水管给草坪浇水；大型工程车辆轰鸣作业，建设工作有
条不紊地推进中……

正建设的南水北调绿化带工程西起丰收路，东至中
原路，长约 10公里。预计 2020年完工，届时市民又多了
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是焦作全域推进百城提质，
扎实创建文明城市，深入开展“四城联创”的一个缩影。

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是省委、省
政府贯彻新发展理念、打好“四张牌”的重要抓手。10月
12日，全省百城建设提质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议
在周口召开，焦作作典型发言，介绍推广“焦作经验”。

“近年来，通过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了城市品质，
完善了城市功能，塑造了城市特色，增强了发展潜力，实
现了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一座生态宜居幸福的高品质
之城呼之欲出。”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说。

在焦作市市长徐衣显看来，围绕“以水润城”“以绿荫
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城市建设才得以迎来高质量

发展的春天。
做好“以水润城”文章，实施水生态项目 84个，建成

一批县域环城水系、湿地公园等项目，南水北调生态休闲
带、大沙河滨水景观带等水生态项目加快推进，成为全国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半城青山半城水”的愿景正
在变为现实。

做好“以绿荫城”文章，建成公路绿色廊道526公里，
人均公园绿地14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0.5%，
逐步实现群众出行“三百米见绿、五百米见园”，成为国家
森林城市。

做好“以文化城”文章，挖掘太极、山水、名人、怀药、
老工业基地等焦作特色文化元素，建成一批文化品牌和
项目，成为全国城市双修试点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创
建城市。

做好“以业兴城”文章，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
量，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产城互动、融合发
展效应明显，经济综合竞争力居中原经济区第4位。

不仅如此，焦作坚持实施“一城带四城、协同抓创建”，
各项工作快速推进，重点工作不断突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等。

漫步在大街小巷，驻足在广场公园和公交车站，细看
沿街商铺和窗口行业，一幅幅公益广告，处处都散发出一
股青春文明的活力，犹如一股股清风扑面而来。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更是城市文明的受益者。他们
遵守文明公约、文明十条，营造了文明新风尚，培育文明
风尚，打造“文明之城”。开展诚信守法“六进”活动，建成
信用焦作网络平台，倡导诚信守法，打造“诚信之城”。

范占先、郭欣欣两个家庭当选全国首届文明家庭，受
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谢延
信、维和英雄申亮亮等一批先进典型，“中国好人榜”人数
居全省前列，“学习好人、崇尚好人、争当好人、关爱好人”
在全市蔚然成风。

伴随着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与文明城市创建融合推进
的铿锵足音，一条条民生新政破浪前行、一件件民生实事
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工程如火如荼，让焦作市民触摸到
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锻造了这座城市最美风景、幸福底
色和内在气质。

“只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转型提质为主题，
深入开展‘四城联创’，统筹百城建设提质和文明城市创
建，城市就会更有颜值、更有气质、更有内涵。”徐衣显说。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全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达到 80
微克/立方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 2天，完成秋冬
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10月 18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
市 会 议 中 心 圆 形 报 告 厅 召 开 ，会 议 下 发 了《焦 作 市
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吹响号角。

会议指出，焦作以解决当前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切入点，
全面严格落实“六控”，持续整治“散乱污”企业，全力推进煤场
整治，重点做好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加快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强化土壤污染排查、管控和修复，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以扩大环境容量为着力点，加大绿化造林力度，统筹推进
生态水系建设，大力发展“三新一高”经济，深入开展“四城联
创”，加快推进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把焦作建设成美
丽宜居生态公园城市。

以转变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关键点，加快调整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推进绿色化、智能化和企
业技术改造“三大改造”，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从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根本问题。8

焦作市

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市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
全抽检合格率达到99.2%；“两小门店”治理达标4533家，达
标率 93.8%；全市共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违规案件 1306件，涉
案金额51.02万元，罚没款477.32万元；核查上级公安机关批
转及同级行政部门移送各类协查线索 900余条，成功侦破公
安部挂牌督办案件1起，得到省公安厅专门通报表扬，综合打
击效能全省动态保持前三名。这是记者10月 18日从焦作市
2018年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情况。

今年以来，焦作市紧紧围绕“舌尖上的安全”，多部门联合
行动，持续提升食品安全综合治理能力。

焦作市农业局大力实施“农业质量年”行动，修武县荣获
首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称号，博爱县被命名为第一批河
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武陟县被认定为第二批省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创建试点单位。

焦作市食药监局夯实基础工作，做好许可及“三小”登记
管理，大力推进明厨亮灶和“互联网+透明车间”建设，在城
区“两小门店”和较大餐饮单位中大力推进星级店创建工作，
开展突出问题大整治、质量安全大抽检，着力防范食品安全领
域的系统性风险。

焦作市公安局积极会同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始终保持打击
犯罪的高压态势，切实维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治安持
续稳定，取得了显著成效。8

焦作市

提升食品安全综治能力

为满足农村电代煤后新增用电需求，修武县供电公司施
工人员在该县郇封镇后雁门村台区进行“煤改电”工程建设。
李建强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郝玉）10 月 12 日—13 日，2018 国际
山地旅游联盟年会在贵阳市召开。在这次年会上，焦作市
旅游局被联盟正式接纳为会员单位，原国家旅游局局长、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副主席邵琪伟向焦作市旅游局负责人
颁发了会员证书。这是近几年来焦作市加入的第四个国
际旅游组织。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IMTA）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非政
府、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总部永久所在地设在贵阳市。目
前，已有全球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共140个团体和个人加
入了联盟。

目前，山地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25%，全球 75%的国家
拥有山地。山地环境中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是人类共同拥有的
宝贵财富，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在全球旅游发展格局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焦作山地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以云台山、青
天河、神农山、青龙峡、峰林峡五大自然山地景观组成的云台
山世界地质公园是国内著名的山地旅游目的地。为了更好打
造山地旅游品牌，焦作市立足山地生态实际，用可持续发展理
念引领山地旅游发展，在旅游产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推动
了城市经济转型，焦作市也因此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
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8

焦作市旅游局

跻身国际山地旅游联盟

修武持续推进民宿产业发展

打造地域特色鲜明的“云宿”品牌

修武县供电公司

加快推进“煤改电”工程建设

修武县云台山，被评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景
区面积280平方公里。清静旷远、山高林茂；山浪峰涛，
层层叠叠；白练垂空，声震山谷；汩汩清泉，袅娜迎人。
轻撑一叶竹筏，只须抬一抬头，就有叠染的红叶和巍峨
的青山扑面而来。

高山细流的复杂地貌,造就了云台山跌宕多姿的自
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沉淀了厚重的修武人文景观。3000
多年来，在这片神奇而秀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前贤先哲
的无数足迹，这里是“竹林七贤”隐居之地，也是“管鲍之
交”“大公无私”“竹林之游”等历史典故的由来之地，更
是镶嵌了一斗水村、双庙村、平顶窑村等 5个国家级古
村落、10个省级传统村落。

凭借云台山风景区的名气，藏在南太行褶皱中的古
村落渐渐被人们熟知，扎根在景区附近的老门老户办起
了农家乐，鳞次栉比的农家宾馆让村民赚了第一桶金。

但随着文化休闲消费升级，现代居民文化休闲消费
日益多样化和精细化，为适应旅游新发展、满足游客消
费体验的新需求，修武县因势利导，引导苏鲁美朵、云栖
雅苑等家庭宾馆从普通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发展，它
们以高品质的设计、特色化的装修、人性化的服务及较
好的住宿体验，从农家乐中脱颖而出，成为修武民宿的
尝鲜者。

“在修武县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的热潮裹挟下, 依
托云台山景区年500多万人次游客接待量的浪潮，民宿
经济从‘小火慢炖’变成了‘大火翻炒’。”苏鲁美朵负责
人王丰说，修武县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擦亮

“南有莫干山，北有云台山”金字招牌，打造精品民宿，助
力全域旅游示范县建设。

随着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拉动经济增长、
促进消费、带动就业的综合效益正在凸显，在“全域旅
游”的发展背景下，门票经济势必成为“过去时”。

事实上，特色民宿反哺景点，已经成为众多知名景
区的一道新风景。业内人士指出，不论是自然风光类
还是人文风光类的景点，都有很多与当地特色结合的
民宿，这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民宿开发经营的主要模式。

民宿是什么？
民宿是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

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
副业方式经营，提供旅客乡野生活之住宿处所。

“和酒店不同，民宿想要做到的就是给游客以家的
温暖。游客可以在民宿里看书冥想，喝一盏菊花茶，在
满山葱笼里漫步。”竹韵闲园的老板段海生说出了自己
对民宿的理解，客人们经常收到老段家种的核桃，有房
客也将自己的画作赠给老段。

“以前把房子租给别人干农家院，一年租金才五六万
块钱。”名为“探宿”的民宿负责人宰丽娟说，常年在外做
生意的她早已对民宿的精致有了向往之心，去年看到县
政府大力支持村民发展民宿产业，直言“心里更是痒痒！”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放弃收入可观的生意，
回家开民宿！”宰丽娟欣然决定。随后，参加县政府组
织的民宿从业人员培训班、听台湾嘉南药理大学吴正
雄博士等专家老师现场授课、去浙江学习先进民宿文
化。现在，探宿这座集高自动化和乡野风于一体的中
式民宿，已成为网上顾客的“心头好”。

作为中原民宿旅游目的地，修武民宿市场已经初
具规模。正因为文化、因为情怀、因为美，吸引大量的
社会中小资本的投资经营人群，盘活社会大量的闲置
资源，创造出多元体验产品。在迎合人们旅游休闲度
假新需求的同时，营建出一批宜居、宜游、宜业的乡村
社区，活化了乡村，增强了乡村的文化自信、生活自信。

从云台山出发，沿着金云路蜿蜒西上，登顶远眺，
山伏脚下，云卧头顶，背后传来“叮叮哐哐”的声音，引
得人循声而望。原来，西村乡金岭坡村正演绎着“老村
新生”的故事。

让这座小山村重生的，正是中原民宿第一品牌、修
武精品民宿的样板工程——“云上的院子”。

推开木栅栏，摇曳的格桑花开，风柔情长；高房大
屋，画栋雕梁，大面积的落地窗让室外的盎然渗进屋
内；拙朴的木家具，扎染的布艺，千年古槐，亿万年的石
头，甚至带些沧桑气度的百年石屋剧场都让人眼前一
亮、精神一振。

“在开发中力求修旧如旧，起用当地老工匠，重拾老
手艺，尽可能利用老材料，让传统村落重焕生机。”云上
的院子负责人彭志华说，从9月10日试运营到现在，12
间客房的入住率已经达到90%以上，十一假期客房排满。

“我觉得民宿的发展，满足了人们对田园风光、回
归传统的渴望。游客们既希望能感受到原生态的乡村

气息，同时又希望有星级酒店的服务和舒适居住的环
境。”云溪雅苑的老板范艳是个90后，她告诉记者，跟
过去自己开的农家院相比，游客素质更好、消费能力更
高，开门迎客后经常“一房难求”。

通过一年的强力攻坚，修武县建成的民宿综合体
有云上的院子、云武堂、半山云窑等项目，单体民宿有
竹韵闲园、云栖雅院、归园田居等示范点；

正在推进的民宿综合体有兵盘台湾民宿村落、陪
嫁妆村爱情村落、云台森兮等项目；

储备了长岭、双庙、饮羊河、东岭后、一斗水等一批
民宿发展重点村……

蓝图已绘，奋力正当时。修武县民宿产业规划显
示，2019年年底，全县将培育乡村特色民宿示范村（或
项目）8个，乡村特色民宿示范点（户）60家，年综合营
业收入突破1亿元。

修武民宿发展已初见雏形，“北方民宿之都”必将
成为修武城市发展新名片。8

反哺景点 特色民宿点燃文化自信

借力云台
精品民宿点亮美丽乡村

因地制宜 美学民宿重铸老村新生

近年来，焦作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云宿代表作——纳里人家 张国祥 摄云宿代表作——云上的院子 张国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