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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古称朝歌，因一部《封神演义》而名扬天下。
千百年来，“商卫古都·鬼谷圣地”回荡着女娲补天、比
干剖心、鬼谷授徒的远古传奇。今天，放眼这567平方
公里的沃土，诗与远方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温情牵手。

钟灵毓秀的山川、源远流长的文化赋予了淇县发展
全域旅游的资源禀赋：殷商文化、鬼谷文化、根亲文化滋
养着美丽小城，古城、古镇、古村落错落有致，景区、街
区、度假区相映成趣，构成“三文三古三区”的丰富文
化内涵。云梦山、古灵山、朝阳山、摘星台、纣王殿
等景区与城市街道、美丽乡村及240多处历史文
化遗存星罗棋布，形成景、城、乡“三位一体”协
调发展的布局，生动演绎着“山水灵动画卷、文
化古都朝歌”的全域风光。

全域旅游号角响，东风劲吹势更遒。
矢志不渝地走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之路，成了铿锵有力的声音——
全域旅游成为撬动产业转型发展、提升

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新引擎、新动能。
淇县果断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思路，变文化生
态“吸引力”为全域旅游“竞争力”，逐步形成了“朝
歌古城有看头、A级景区有玩头、乡村旅游有住头、
优质服务有恋头、品牌营销有响头、旅游扶贫有甜头、
综合监管有抓头、全域发展有奔头”的“八头”效应。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一系列顶层设计联合发力，指引全域旅游

前进的方向——
党政统筹，凝聚全域发展“一条心”。淇

县把全域旅游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由
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9个乡
镇办及 27个县直部门为成员的创建指
挥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党委统
揽、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员参与”的协调
推动工作机制。

规划先行，描绘多规融合“一张图”。《淇县
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与城乡总体规划、南太
行古村落群保护和美丽乡村旅游带发展总体规划
有效衔接，与国土、交通、农业、林业、水利专项规划
及智慧城市建设等有机融合，“旅游产业突破，带动
多业融合”的发展格局呼之欲出。

体制改革，走活创新发展“一盘棋”。旅游投
融资体制、旅游管理体制、景区运营机制迈出改
革新步伐，实现国家扶持资金、产业基金、社会
资本等资源的优化组合。从2016年起，淇
县每年新增1000万元专项资金，设立10
亿元建设资金及2000万元文化旅游产业
投资基金，让传统市场焕发生机。

景观全域优化、服务全域配套、管理全
域覆盖、产业全域联动、成果全民共享……淇
县奏响了全域创建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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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中华第一古军校”，聆听智圣鬼谷子
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的传奇；在580米的绝壁画
廊，体验5D悬挑玻璃观景台、悬崖秋千、空中漫
步项目的惊险刺激。文化景区云梦山增添了时
尚元素，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打卡”。

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一个
个重点项目如神来之笔，为淇县全域旅游这
艘巨轮增添了无尽动力。

作为淇县龙头景区，云梦山以“六城联创”
为契机，大力推动入口服务区、综合服务中心、
大型生态停车场、智慧旅游景区建设，强力推进
景区提档升级，努力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彰显着“中华第一古军校”的不凡魅力。

全域谋篇布局，项目落地开花。朝歌老
街改造、文昌阁复建、卫国故城遗址公园建
设、摘星台景区扩建等项目稳步推进，国家
4A级景区朝阳山创建成功，灵山旅游度假区

已通过初步验收，8个特色乡村旅游产业扶贫
基地展露芳容，古灵山入口服务区、康氏文化
苑、林氏文化苑等开工建设，一大批文创园区、
体育赛事、乡村休憩、实景演艺、写生基地、田
园综合体、特色风情小镇等新业态的不断丰
富，装扮着宜居、宜业、宜游的淇县。

天更蓝、水更净、山更绿，淇河岸边的美
景如诗如画，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让全域创建如虎添翼。一路走
来，美景让人目不暇接。沬水河畔碧波荡漾、
树影婆娑，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观景拍照；
绿荫里散步、廊亭下咏诗，今人古人亲切握
手；街心游园、城市书房、文化广场以文化润
泽民心，城展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展示着城
市独特的韵味。

全域旅游一子落，淇县发展全盘活。全
域旅游将城市品质全方位提升。

全域发展，交通先行。在淇县，京广高
铁、京九铁路、京港澳高速、107国道纵贯南
北，鹤辉高速和省道大海线、浚南线横跨东
西，形成铁路、高速“四纵两横”大交通格局。
记者驱车行驶在泰山路、高云路旅游景观大
道，“车在青山绿水间，人行诗情画意中”的美
景跃入眼帘。美景向前延伸，近百台旅游车
辆、2条景观大道，4条旅游专线、9条城乡公
交线路串起了城市、景区、乡村，也架起“绿水
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桥梁。

同时，智慧旅游“云”端发力，一部手机即
可畅游全域淇县；全域全景图、旅游标识随处
可见；“厕所革命”加快推进、乡村通信基站全
面覆盖，使城市有颜值，更有气质。

举目皆是景、处处见风情。以绣花功夫
雕琢惠民飨客诗意栖居，全景淇县澎湃着主
客共享的亲和魅力。

走进太行山脉
深 处 的 大 石 岩
村，依山而建的
古 民 居 错 落
有 致 ，蜿 蜒

前行的山路、
两边的青山与

百姓忙碌的身影
相得益彰，翩然入

画。大家都说，这是
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

徐光这只“领头雁”带着
对家乡的情谊，领着大
家一起努力换来的结
果。

从 2016 年开
始，淇县实施“头
雁 回 归 创 业 ”
计划，把从淇

县走出去的优秀人才重新引回农村，带领家
乡百姓脱贫致富。40多名“头雁回归”破解
了乡村旅游扶贫富民人才瓶颈，也赢取了全
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先机。

徐光是“头雁”中当之无愧的代表。2016
年，已在省城退休、本该颐养天年的徐光，毅
然回到生他养他的小山村，带领群众发展“红
色旅游+乡村旅游”，修旅游道路，建停车场、
大食堂、综合服务区，让13个山头插遍红旗。
党建引领、党性光辉唤醒了沉睡的乡村旅游
资源，“空心村”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旅游村。

“头雁”领航，“群雁”相随。朝歌大地上
激荡着创业创新的春潮。记者沿路前行，淇
县悉心培育的“创新之作”一个个呈现。

峰回路转，迂过三十七道弯儿，记者穿过
古灵山景区，来到了凉水泉村。如今，这个有
名的贫困村正在悄悄变脸——昔日青石灰瓦
的古民居“变身”石光院子、花田木屋等高端
民宿，以前摇摇欲坠的牛棚、羊圈和猪舍变成

了咖啡馆、茶吧和西餐厅……一幅清新自然
的生态山乡图，赢得了各地游客的青睐。

专家表示，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民宿成
为助推乡村振兴、撬动当地脱贫百姓致富奔
小康的有力支点。

目前，以“朝看云雾，暮观夕阳，枕山而
眠，一夜好梦”的愿景打造的南太行传统古
村落民宿群在 20 多个乡村旅游特色村落
地，展现出旅游景区和乡村旅游相融相促的
创新发展格局。其中，凉水泉灵泉妙境以

“旅行社+景区+传统古村落+扶贫”的模式
被列为全国乡村民宿发展十大典型。以现
代的创意手段传承朝歌民俗文化也使其获
得国家文旅部颁发的“五星民宿”及“2019
中国好民宿”等殊荣。

继续行走，登高远眺，陡直如削的峭壁侧面
或石缝间隙，斜生着一棵棵侧柏，在蓝天白云辉
映下轻入云际。96岁的靳月英老人在子孙们的
搀扶下拾级而上，望着满眼苍翠，眯着眼笑了。

靳月英祖孙四代用 35年时间接力种下
20多万棵树，感召淇县“十万大军战太行”，
全县绿化覆盖率达到 90%，南太行因此成功
创建国家级森林公园。所以，全域旅游更是
对绿水青山的合力守护。

文旅融合成就全域旅游的“诗与远方”。
淇县通过海峡两岸鬼谷子文化交流，通过多种
形式讲好“淇县故事”、传播“淇县声音”；世界林
氏根亲文化节、殷氏朝歌祭祖大典、石氏根亲
文化节、康氏根亲文化节等寻根问祖活动，不
仅拉大了文旅产业链条，吸引康氏文化苑等项
目顺利落户，更使入境游的大门越开越大。

走好生态路，打好创新牌，绘好全景图。
在旅游发展的热土，创新的全景镜头越来越
多。淇县县长马海澎风趣地说，“从以前‘只
有一个火车头’到如今‘人人都是动车组’，淇
县的全域旅游是一次理念革新和模式创新。
我们在改革创新中全面发展，释放出前所未
有的发展活力。”

全域旅游的落脚
点，最终还是在百姓真
真切切的获得感上。秉
持“全域共建共享”原
则，淇县不仅将“美”
融进游客心中，把
“富”装入了百姓

腰包，也为多产
业融合共生共
赢埋下了伏
笔。

山水筑梦，
点绿成金。2018

年，全县共接待游
客 816.58万人次，是

全县人口的 27 倍，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43.65
亿元，占全县 GDP 的

25.6%。今年前十个月，游客人数、旅游收入
再创新高。

“人财两旺”的背后，离不开别出心裁节
庆活动及精准的营销策略。淇县依托以云梦
山为载体的鬼谷文化，打造鬼谷子儿童夏令
营、企业经营培训班及文化研学活动，成为文
化景区转型升级探索的典范。今年以来，围
绕春赏花、夏亲水、秋观草、冬民俗四季主题，
云梦山草原风情文化节、古灵山泼水节、朝阳
山孔子文化节、摘星台根亲文化节、赵庄丰收
节等接连上演，淇县旅游版图更加多彩，形成
了连绵不断的“旅游高峰”。

步入乡村，为玩转淇县增添了更多选择。
周末的赵庄村，村民摆放的小米、山核

桃、土鸡蛋、粉皮等土特产琳琅满目，更多的
村民忙着收拾客房、张罗午餐，等待游客的到
来，整个村子洋溢着“热腾”与“红火”。

如诗如画的绿水青山与富民强县的金山

银山融合于此。十美鲍庄、艺术东掌、红色鱼
泉、民俗秦街、传奇大石岩……这些独具特色
的“标签”，为初冬更添几分暖意，也给淇县全
域旅游带来了更蓬勃的生机。

全域旅游如火如荼，乡村旅游风生水起，
为当地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红利。

绿水青山就是百姓致富的金山银山。把
“山水”转变成“产业”,把“旅游”转化成“生产
力”，淇县探索出“景区+乡村+贫困户”“公
司+合作社+贫困户”等特色旅游扶贫模式，
建成12个特色重点旅游村，形成了凉水泉企
业带动，秦街、赵庄村集体经济带动，鲍庄、大
石岩能人带动的典型乡村旅游发展案例。村
里建起了星级民宿、养生堂、西餐厅，好多农
户都开上了小汽车。“阿丽嫂”“河岸人家”等
餐饮住宿小有名气，“秦街黄桃”“朝歌三珍”

“朝歌印象”等土特产成了“后备厢经济”的有

力支撑，并带动3800多人脱贫。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旅游+”演绎着融

合之美。旅游与文化、农业、体育、养生、互联
网等产业倾情拥抱，带动了金融、交通、餐饮、
商业、娱乐等多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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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多产业、全要素同频共振，带
动整座城市向阳发展、转型升级。

生态打底，描摹秀美景色；文化点睛，添韵
青山绿水；旅游惠民，共享美好生活……全域旅
游正在撬动经济的杠杆，加速淇县展翅高翔。

灵动山水绣画卷，全域朝歌绽芳华。古
都朝歌、今日淇县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点。
淇县县委书记王海涛坚定地说，朝着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的目标，建设“产业优、文旅兴、
城乡美、百姓富”的高质量富美淇县，30万淇
县人民栉风沐雨、众志成城，奋力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淇县篇章”。

初冬时节，暖阳洒向朝歌大地，处处跃动着勃

勃生机：城市公园飘荡着百姓的欢笑声，云梦山景

区迎来南来北往的游客，太行民宿灵泉妙境则让

人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

站在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关键节点，如何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如何以旅

游业发展创造百姓美好生活？在淇县，我们看到

了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016年，淇县成功入围第二批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名单，拉开了从“景区旅游”到“全域旅

游”的变革大幕。今天，淇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契机，以“三文三古三区”为抓手，构建景、

城、乡“三位一体”发展格局，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

之路，强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

几天来，记者穿行于绿水青山之间，这座山

水灵动、文化氤氲之城，释放着悠然闲逸的气息，

深情铺陈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路锦绣。

凝聚一条心 描绘一张图 统筹一盘棋

以如椽巨笔
擘画全域旅游发展蓝图

山水映景区 文化润民心 全域显气质

以匠人之心 雕琢惠民飨客诗意栖居

“头雁”振翅飞 民宿忆乡愁 太行披绿装

以创新之姿 赢取全域统筹发展先机

旅游动起来 产业活起来 百姓富起来

以融合之力 追逐乡村振兴美好图景

古灵山灵泉妙境 凉水泉花田木屋

全域旅游展画卷全域旅游展画卷 魅力淇县写新篇魅力淇县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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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灵动画卷 文化古都朝歌

研学旅行正当时研学旅行正当时

如诗如画沬水园

——探寻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淇县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