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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过程
中，催生了一个个郏县旅游新业态，充分发
挥了旅游产业的“火车头”作用。

郏县不断增强全域旅游发展软实力，
提升旅游供给能力。全县共有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4个、全国国防教育基地 1个、
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2 条、城市主题公园 6
个，建成了博物馆、图书馆、规划馆，正在谋
划建设郏县科技馆、美术馆、展览馆。乡村
旅游资源丰富，共有中国传统村落 19个、
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15个、特色生态旅
游示范镇 3个、休闲观光区 3个、三星级以
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13家、乡村旅游创客
示范基地 1个。建成省市研学旅行基地 7
家，设置了三苏文化、唐钧瓷文化、红色文
化、农耕文化等研学课程。

做好“旅游+美食”。立足“烧鸡、牛肉、
饸饹面，茶水、三炖、豆腐菜”郏县特色美食
品牌，连续多年举办郏县美食文化周等活
动，以“舌尖上的诱惑”吸引游客。打造特色
餐饮街区 4条，郏县饸饹面、豆腐菜等特色
美食餐饮店200余家，快餐和特色小吃遍布
城区。做精“旅游+文化”。深挖郏县特色美
食、非遗、农特等产品，开发了以金镶玉、唐
钧瓷、铸铁锅、饸饹面和豆腐菜、东坡酒等为
代表的优质旅游商品，以叶氏剪纸、胡二刀、
铜器大鼓等为代表的非遗旅游商品。开发

“郏牛牛”文创系列产品，打造“郏乡有礼”区
域共用特色品牌。做美“旅游+农业”。打造
以黑小麦、糯小麦、富硒桃等为代表的农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农业产业园。

郏县坚持把旅游与工业、农业、文化、
生态、教育、康养等深度融合，形成了铁锅、

陶瓷工业游；长桥绿禾富硒农业观光园、马
头岭田园综合体、茨芭万亩桃园、李口“山
儿西”烟草产业园农业游；三苏园、文庙、山
陕会馆文化游；眼明泉景区、红石崖景区生
态游；堂街临沣寨、姚庄旅游区、冢头镇李
渡口、茨芭镇山头赵民俗游；曹沟八路军豫
西抗日纪念馆、知青园红色游等特色品牌。

坚持党政主要领导亲自负责，紧盯项
目进度和质量，县文旅、财政等相关部门
积极参与，做好项目联络对接、协调沟通、
指导服务工作，确保郏县姚庄回族乡三郎
庙村入选的空间类设计作品 10项、文创类
设计作品 11项设计成果落地。借助“黄河
非遗点亮老家河南”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
振兴创意大赛平台契机，为郏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新
活力。

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的建成投用，全
县 A级景区实现免费 WiFi全覆盖，4A级
景区实现智能导游、实时信息推送、在线预
订、网上支付及语音讲解全覆盖。为郏县
旅游带来了深刻变化，推动大数据分析共
享、应急指挥调度、宣传推广营销、公共信
息服务等功能全覆盖，形成了服务质量提
升乘法效应。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上提出的‘两个确保’和‘十大战略’，
大力实施文旅文创深度融合战略，塑造

‘豫味老家·乡愁郏县’全域旅游主题形
象，谋划建设休闲康养基地，发展特色鲜
明的全链条文创产业，壮大文旅文创市场
主体，为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贡献‘郏
县力量’。”郏县县委书记王景育说。

旅游作画 全域蝶变
——郏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纪实

郏县，历史文化丰厚灿烂，早在8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

繁衍生息。苏轼父子三人葬于郏县，引历代文人墨客，竞相

来郏拜谒、留下众多诗篇。

郏县山水相依、气候温和，是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的地、

新时代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国乡村休闲旅游首选

地、中国乡村旅游最佳县、河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12月 14日，以“乡村振兴 美丽共享”为主题的 2021美

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在海南省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郏县荣获由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组委会颁发的“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优秀示范单位”称号。

“豫味老家·乡愁郏县”——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旅游形象

口号，2018 年 至 2020 年 ，全县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速

33.73％，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提高到10%，旅游业对就

业的贡献率提高到14%，群众人均增加收入353.4元。今年

以来，共接待游客23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亿元。

郏县旅游缘何越来越火？“主要原因就是郏县把旅游产业

作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以创建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载体，深入挖掘‘长寿之乡’‘千年古县’

优势文化资源，全县文旅资源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和利用，在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中释放出更多的发展红利。”郏县县长李红民

介绍。

郏县是一代谋圣张良故
里，享有千年古县和中国
铸铁锅之都美称。同
时拥有郏县大铜器、
郏县金镶玉两个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以及三
苏祠和墓、郏县
文庙、郏县山陕会
馆、临沣寨四个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目前已建成2
家 4A级景区，7家 3A
级景区。其中，姚庄回族乡
整乡创建为国家 4A级旅游景
区，在全省开了先河，树了标杆。

近年来，郏县坚持“全域景观化、
旅游产业化”导向，尤其是在被确定为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后，郏
县更是把全域旅游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
挂帅的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指挥
部，研究解决全域旅游力量整合、品质
提升等问题。突出规划引领，坚持与
城乡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充分衔接，
与文化、农业、水利、林业等深度融合，
近三年，累计实施文化旅游项目 87
个，总投资超过66亿元。

在优化全域旅游发展环境方面，
郏县“软硬兼修”。通过加强路网体
系建设、旅游标识体系建设、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使得“硬”环境更“硬”。
强化郏县与郑州、洛阳、平顶山、许
昌、漯河五市“1 小时交通圈”建设。
2019年以来，共建成县乡道路 443.8
公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6条，开通旅
游班线 3条，通景公路全面打通。通
景公路入口、旅游景区入口全景图、
导览图、安全警示牌实现标识全覆
盖。建成标准化厕所 115座，改造提
升城区重要路口 7个，新改建停车场
15 个，沿城区道路两侧划设停车位
11400 余个，投放共享电单车 1300
辆，旅游服务水平得以大幅提升。

同时，郏县构建了旅游综合治理
机制，成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组建了旅游市场监管分局、旅游警察
大队、旅游巡回合议庭等，严肃查处

“不合理低价游”“二次收费”“强迫购
物”等行为，净化旅游市场环境。

为了全域旅游发展成果共享，郏县
结合生态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高
标准编制了《郏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郏县全域旅游规划提升方案》《郏县
文旅产业创新发展规划》等30余项旅游
规划，统筹县城、乡村、景区优势资源，按
照“宜游则游、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思
路，将乡村旅游业态划分为景区依托村、
田园乡愁村、特产带动村等类型，从龙头
带动的景点建设转入以乡村旅游为主导
的全域旅游，激活共同富裕新动能,创成
人居环境达标村、示范村、精品村274
个，建成广场游园、各类展馆796处，被
评为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先
进县，矿山生态“区内修复、区外补偿”双
规机制，被自然资源部称为“矿山生态修
复的郏县样板”，获得全国首届绿色矿山

突出贡献奖。
坚持把绿水青山作

为全域旅游的基础底
色，5 年累计造林
28.2万亩，全县林
木 覆 盖 率 达 到
40%，建成了占
地 1万余亩的眼
明泉森林公园，创
成 3A 级景区，荣
获“全国生态建设

突出贡献奖先进集
体”。强力推进水生态

建设，累计投入资金近 22
亿元，完成北汝河4座橡胶坝建

设、蓝河综合治理工程、水系连通及农
村水系综合整治一期工程等35个重大
水利项目，新增水域面积5000余亩，全
县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庄建成了“水美乡
村”。河湖长制工作获得国务院督查激
励表彰，获批全国水美乡村及水系连通
建设试点县，两项荣誉均为全省唯一。
试点县建设项目、广阔渠和恒压灌区提
质增效工程，北汝河湿地森林公园工程
正在加紧推进。

在完善村庄道路、旅游厕所、停
车场、游憩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同
时，郏县还对困难群众开办农家宾
馆、旅游企业吸纳困难群众就业给予
财政补贴、金融贷款、技能培训等一
揽子政策支持。

如今，发展全域旅游，“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郏县乡村群
众扎下了根。村庄绿起来了，垃圾堆、
边角地成了绿化带、小游园。庭院也
美起来了，房前屋后种上了景观树。

有了好生态，才有好业态。宝丰县
的吕林2020年8月份在郏县冢头镇李
渡口村投资38万元建设了一个渡口酒
吧，一年实现盈利六七万元，像他这样
被吸引过来投资经营的还有十多家，药
铺、花行、染铺、茶馆、饭馆遍地开花。
通过招商引资，2020年河南艺华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500万元，建设美食
一条街；投资200万元，建设传统特色
风味饸饹店，营业额的4%归村集体所
用；蓝河水域治理投资200万元，建设
水上游乐项目及生态停车场，收益20%
归村集体。2020年9月22日至10月8
日，李渡口村还成功举办2020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暨郏县李渡口晒金秋文化
旅游节活动，李渡口村人气直线上升。

红牛雪花牛肉、玉米糁、豆腐菜……
在李渡口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优质农产品
展厅，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电商导购员
正在做着网络直播销售，忙得不亦乐乎。

“过去是望山愁、没出路，真是连
做梦都梦不到，这辈子能在家门口开
宾馆、卖农产品，吃上旅游饭。”李渡
口村渡口酒艺术馆老板王国超说。

现如今的郏县，贫困山村变成了
美丽乡村，山区群众变成了旅游从业
者，农产品变成了旅游商品……重塑
了郏县乡村的“颜值”和“气质”。

图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沣寨

走好文旅文创融合发展之路，文
化才更有生命力，旅游才更具竞争力。

郏县用文化的理念来发展旅游，
用旅游的方式来发展文化，进一步丰
富完善县情介绍，全面更新百度、360、
搜狐等互联网搜索引擎郏县百科信
息，统一规范县域内各景点讲解词。
对全县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普及郏
县简介，引导党政干部主动学习郏县
故事、会讲郏县故事。坚持“请进来”

“走出去”相结合，邀请央视走进郏县，
拍摄了《中国影像方志·郏县篇》《乡土
中国 品味郏县》《丰收过大年》《千年
古城 豫见郏县》等宣传片，相继在央
视、人民网等媒体播出。央视《喜上加
喜》《美丽中国乡村行》《经典咏流传》

专题走进郏县，受到广泛关注。先后
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博览
会、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第四届国
际旅游年会等大型宣传推介活动，制
作了《豫味老家·乡愁郏县》中英文短
视频，荣获 2021年学习强国“全国优
秀作品双月赛”一等奖。

把文体赛事活动植入旅游产业，
是郏县实现旅游产业换挡升级的“法
宝”，连年举办中国三苏文化诗词大
会、郏县美食文化周、农民丰收节、樱
花节等活动，打造营销品牌。郏县饸
饹面获评“最红豫面第一碗”，吸引
700余万名网友点赞，60余万人次来
郏品尝。郏县红牛雪花牛肉荣获全国
首届“中国牛·优质牛肉品鉴大会”最

高奖。立足郏县古村古寨、乡愁乡韵
特色，打造了一鸣书居、耕读人家、渡
口人家等一大批精品民宿。

与此同时，开发了以金镶玉、唐钧
瓷、铸铁锅、黄班长饸饹面和豆腐菜、
东坡酒等为代表的优质旅游商品，以
叶氏剪纸、胡二刀、铜器大鼓等为代表
的非遗旅游商品。开发“郏牛牛”文创
系列产品，打造“郏乡有礼”区域共用
特色品牌。

郏县现有陶瓷文化生产企业 69
家、家庭作坊 4家，已经形成包括原料
采集、加工、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完整产业链。其中唐钧瓷文化生
产企业9家、作坊1家，主要产品覆盖8
大类别 200多个品种，年总产值超亿

元；金镶玉文化生产企业 2家、作坊 1
家，分别是平顶山市金玉坊商贸有限公
司、平顶山昊龙金镶玉有限公司、李建
华金镶玉工坊。现有省级工艺美术师
3人、技术人员6人、员工40余人，主要
从事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展示、金属
与陶瓷或玉石镶嵌（金镶玉）为一体的
文化技术企业，也是金镶玉技艺传承、
学习、实践、旅游、体验为一体的金镶玉
产学游基地，2021年 5月，该项技艺被
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现有省、市、县级
代表性传承人3个。

在文化与旅游的整合、创新、利用
的生动实践中，郏县实现了旅游产业
内涵与颜值双提升。

□朱天玉

优化全域旅游发展环境

全力以赴

打造旅游全产业链文旅文创融合

助力高质量发展全业融合

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三苏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郏县山陕会馆

国家3A级旅游景区——知青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郏县文庙

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八路军豫西抗日根据地

郏县青龙湖郏县青龙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