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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报讯（通讯员 文旅宣）近日，“第20届全
国青年文明号”集体评选结果揭晓，我市文旅系
统团工委推荐的杏花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客服中心荣获“第20届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
称号。

近年来，市文旅系统团工委始终把创建“青
年文明号”活动作为团结带领青年建功立业的
有效形式，紧密结合文化旅游行业特点，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各类行之有效的争创工作。截
至目前，市文旅企业共产生国家级青年文明号
2家、省级青年文明号1家。

下一步，市文旅系统团工委将以此次成功
创建为契机，继续深化“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
不断创新巩固工作成果，团结带领文旅系统团
员青年，为池州文化旅游事业蓬勃发展贡献青
春力量。

我市1家文旅企业荣获“第20届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

本报地址：池州市石城大道339号 邮政编码247000 电 话 ：编 辑 部 2037315 新 闻 采 访 部 2037331 办 公 室 2317932 广 告 中 心 2029487 出 版 发 行 部 2039625 治 理 有 偿 新 闻 专 项 行 动 举 报 电 话 2038703 池州现代报业出版发行公司承印 今日开印1:00印完3:00
零售价：1元

如今，康养旅游正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代
表性的旅游休闲度假业态。近年来，贵池区依托良好的
生态本底和资源禀赋，明确“建设全国首选大健康养生
目的地、池州大健康产业核心区”这一发展定位，将大
健康产业作为发展特色医疗、促进健康旅游、开发养生
文化的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支柱产业，实施重点培育。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贵池区奋力开创
“首善之区”建设新局面的起步之年。贵池加快融入长
三角发展步伐，在谋划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以创建全
域旅游为抓手，继续做强文化旅游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印发《贵池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方案》，区政府
发布《2021 年贵池区全域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制定

《关于加快推进文旅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按照“旅游发展全面统筹、旅游环境全域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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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以建设“国际生态休闲城
市”为目标，稳步推动全区旅游业转型升级，全面激活
乡村振兴“新动能”。

今年以来，贵池区立足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新
定位，重点打造杏花村文化旅游区、齐山·平天湖风景
区康养文旅等精品项目，围绕食、住、娱、学、养五大康
养要素，打造现代休闲、康养胜地。目前，杏花村文化旅
游区整体开发运营项目已完成《整体开发运营实施方
案》，持续推进杏花村文化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杏花村智慧康疗小镇一期项目医院主体工程已完工，
九华瑶池温泉养生养老项目（一期）酒店主体已封顶，
池州九华天池红专季精品文化酒店、寄隐·九华云溪民
宿项目、秋浦仙居项目、琅山古寨、梅村神农学园等项
目也在快速推进中。同时，正在推进村镇茶旅健康小
镇、里山解放黄精小镇、乌沙江南花生小镇建设……全
区掀起了文旅大健康项目建设的新热潮。

在围绕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贵池区积极优化提
升旅游产品，正在有序开展红村拓展基地3A级景区创
建工作，秀山门博物馆、润思红茶、杏花村文化旅游区、
神鸵旅游商品正在申报第七批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墩上街道罗城村、梅街镇源溪村、棠溪镇石门村、涓桥
镇紫岩村正在申报第二批省级特色旅游名村；正在规
划G318国民公路、S221线、石渚黄—霄坑线等重点旅
游风景道，将适时分步启动建设；还将优化旅游服务软
环境，把旅游信息全部接入“智慧池州”大数据中心，并
借助“乐GO池州”APP和“贵池旅游”微信公众号、微
博号等新媒体，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服
务。

下一步，贵池区将牢牢抓住体系建设和产业培育
“两个关键”，融合发展中医药产业、康养保健、文旅养
生、健康食品、旅居养老、体育健身等特色产业，推动形
成“医、养、游、食、居、动”康养及大健康全产业链，推进
贵池全域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旅大健康”开创全域旅游新局面

紧扣“全域旅游+乡村振兴”一体化

贵池奏响大健康和文旅产业发展新乐章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贵池
区旅游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2021
年 1 至 7 月，贵池区共接待游客 986.1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23.1 亿元，同比增
长38.7%和38.6%。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贵池区墩
上街道罗城村依然是游客周边游、就地
游的大热点。贵池区墩上街道罗城村被
誉为“罗城民歌之乡”，当地将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从池州全域旅游的视角，以
罗城民歌非遗文化为底蕴，以渚湖姜传
统村落为核心，通过文化提升自然景观

内涵，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功
能，并进行相应的村庄环境整治和立面
改造，打造以“民歌之乡九华驿站”为主
题的罗城文旅田园综合体项目，使村居
面貌焕然一新，增加了村集体和农民收
入。6个村民组的100多名在家劳动力都
在这里上班，每月工资两至三千元，项目
还带动30户农民成立了4家水果种植合
作社，农民年人均增收25000元。此外，作
为安徽省乡村旅游重点示范村，借助文
旅助农发展新优势，罗城村每年举办罗
城民歌艺术节和春节联欢会，不断创新
活动形式，扩大罗城民歌品牌影响力。

罗城村党委书记姜锦忠笑着说：“田
园乡村综合体验项目自实施以来，曾经
抛荒的土地通过流转有了稳定的地租收
入，不仅让农民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还
吸引了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目前，我们
正在积极申报省级特色旅游名村，计划
将这里建成‘探渚湖姜村龙形格局、赏传
统村落田园风光、品民歌文化思想情怀、
展民间习俗新旧印象’的4A级罗城民歌
文化旅游景区，让村民靠旅游就能吃上
好饭。”

不止罗城村，同属墩上街道的茅坦

等周边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茅坦杜“祭茅镰”和茅坦杜氏家
风文化馆等为媒，也吸引了诸多
游客前来“打卡”。这些乡村旅游景
点积极承接了黄山、九华山的过境游
客，还连接了贵池区马衙九华天池及主
城区平天湖、杏花村旅游线路，游客不断
增加。在贵池区，像这样的村子还有石门
高、元四章、渚湖姜……这些村子的乡村
旅游业都做得有声有色。

贵池区目前拥有国家4A景区5个、
3A景区4个、2A景区1个、安徽省优秀旅
游乡镇7个、旅游示范村11个、四星级以
上农家乐22家、特色民宿20家。近年来，
随着全域旅游工作的全面铺开，贵池区
积极探索全域旅游新路径，引导各村立
足本土文化、自然景观优势，根据村情统
筹规划，有效盘活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把旅游景区、旅游村镇和传统村落串
联起来，成功打造了元四村、霄坑村等首
批省级特色名村，建设了茶乡里、秋浦仙
居、山水间·醉里头等省级百家精品民宿
和莉莉农庄、太普休闲农庄等省级百佳
农家乐，形成了各具特色、多点支撑的乡
村旅游发展新格局。

“田园综合体”成为乡村振兴新动能

诗情画意的乡村生活是一抹乡愁，
更是当代人向往的理想生活。随着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喜
欢上了“快旅慢游”的美丽乡村游。近年
来，贵池区抢抓全省、全市大力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重大机遇，坚持将美丽乡村建
设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作为美丽
贵池建设的硬任务，作为发展全域旅游
的新载体，作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

“三美”目标，综合打造好环境治理、设施
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产业发展、乡村社
会治理、乡风文明、文化传承7大工程，环
境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如雨后春
笋般兴起。如今，这些村落的景观品质和
旅游价值得到不断提升，正在成为当地
村民创业创新的热土。

为加快建设“快旅慢游”体系，贵池
区首先在“综合交通旅游网络建设”上下
功夫，先后协调推进池州长江公路大桥
及连接线工程、G3W德上高速池州至祁
门段建设工程、秋浦河航道整治工程、
G318池州至殷汇段改造工程、S358青石
公路改建工程等交通重大项目建设，保
障池州长江公路大桥如期开通，顺利推
进其它工程。此外，加快完善“快旅慢游”
服务体系：启动“旅游+交通+驿站”区域
内旅游风景廊道建设，加强国道、省道与
主要旅游景区、重点旅游小镇、旅游特色

村道路对接建设，打通旅游交通“最后一
公里”；积极强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强
化管理国家等级旅游厕所153座，规范提
升旅游交通标识牌108块、全域旅游全景
图8块；结合文明创建工作，督促景区、宾
馆等做好文明标识标牌、卫生环境等完
善和提升，全面提高旅游的可进入性、安
全性和舒适性。

同时，打造“产业齐聚”的乡村旅游
新模式，让游客在“慢游”中细品“原生
态”“乡土情”。近年来，贵池区围绕乡村
旅游大力打造旅游特色小镇、特色旅游
村，引导镇（街）重视发展民宿、乡村游、
生态游等休闲旅游。目前已建成安徽省
优秀旅游乡镇7个、旅游示范村11个、四
星级以上农家乐 22 家，特色民宿 20 家，
其中元四村、霄坑村成功创建首批省级
特色名村，茶乡里、秋浦仙居、山水间·醉
里头入选安徽省百家精品民宿，莉莉农
庄、太普休闲农庄入选安徽省百佳农家
乐。相继建成杏花村旅游景区、罗城文
旅、秋浦仙居、天水雅居、寄隐·九华云溪
民宿、徐园餐饮等一批亿元以上重点项
目。为不断充实“慢游”内涵，相继成功举
办了“杏花村文化旅游节”“龙舟嘉年华”

“池州殷汇油菜花文化旅游节”“青山庙
会”“西山焦枣开园节”“霄坑茶叶开园
节”“首届平天湖中秋吟诗会”等具有浓
郁贵池本土特色的文旅活动。此外，贵池

乡土美食——秋浦花鳜、贵池小粑还成
功入选“安徽招牌菜”，贵池文创——九
华艺林·挎包获评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
赛银奖，贵池原生态土特产——西山焦
枣、霄坑茶叶、乌沙小花生、元四粉丝、必
胜板栗、九华府黄精等也得到游客们的
青睐。

与此同时，贵池区进一步发挥红色
旅游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作用，推出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与生态游、乡村游、研
学游等深度融合，相继建成中共沿江中
心县委纪念馆、新四军七师沿江团团部
旧址纪念馆、棠溪留田年关暴动烈士陵
园和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共黄西工委纪
念馆（池州保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景
点，辐射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经营服
务，形成了乡村旅游新业态。

“美丽乡村游”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 记者 唐馥娴

2020年5月，贵池区获评安徽省2020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核优秀单位。

2021年6月，贵池区31个村入选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建设名单。
贵池区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生态环境优良，人文荟萃，素有“千载诗

人地”美誉。近年来，贵池区坚持工业、旅游业“双支撑”发展战略，牢牢把
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机遇，把全域旅游创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突出优势资源，建设重点项目，开发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业态，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走出了一条全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发
展之路。

▲2021 年中国池州第三届赏花节暨第
六届杏花村文化旅游节现场

▲3月7日《中国字》栏目组一行，到
贵池区墩上街道山湖村拍摄民间传统表
演项目——傩戏“高跷马”，以表现中国
字“马”。

◀“花开四季诗韵池州”杏花节开幕式之春耕大典

▲诗旅秋浦·花赏旧溪-殷汇第二届
油菜花文化旅游节现场

▲贵池区第四届农民丰收节启动仪
式暨第四届西山焦枣开园节演出现场

▲贵池区第四届农民丰收节启动仪式
暨第四届西山焦枣开园节场景

▲2021年中国池州第三届赏花节暨第六届杏花村文化旅游节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