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连日来，为全面

落实我县秦岭花谷建设要求，

县农村公路管理局组织干部职

工利用双休日在全县农村公路

开展冬季植树补绿活动。在经

过栽植、填土、浇水等工序后，

一排排承载着希冀的小树，将

公路两侧点缀的绿意盎然。截

至目前，该局共出动机械 15

台班，投入人员 60余人，完

成了红唐双公路及部分村道

的植绿栽种任务，共栽植卫矛

7.5万株，绿化公路15公里。

同时，该局还落实专人对栽种

过程进行监管，保证每一个环

节的栽种质量，提高成活率，

确保植树补绿任务高效完成。

              ( 杨红娟 )

冬季植绿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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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对旅游消费的需求日益增

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党的十

八大的召开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难

得机遇。在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指导下认

真审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既符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向，也

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更是符合我县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立足实际 科学谋划

打造文化旅游“升级版”

如何进一步树立文化旅游产业优势，

打造吸引人眼球的新亮点？经调研论证，

建设秦岭花谷，将 212 省道秦岭至凤县段

建成“四季常绿、季季有花、生态优美、

产业繁荣”的旅游休闲通道、生态景观长

廊和产业致富黄金带，是带动全域旅游大

发展，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佳选择。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

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省委第十二次党代会确

定了“三强一富一美”的行动纲领。中省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强调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昭示了我们

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从全

县生态建设情况来看，通过实施林业“九

大工程”，推进森林围城、森林围镇，对

212 省道、316 国道、双唐红旅游环线等

生态区段实施绿化美化工程，高标准开展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天蓝、水净、地绿的

生态建设目标在县内得到充分体现。打造

秦岭花谷，让生态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让

生态环境在旅游产品中充分体现，既是县

委、县政府在新时期对“生态立县、旅游

兴县”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挖掘和深化，更

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美”的

具体举措。

旅游产业的最大特色在于亮点。近

年来我县立足资源优势，将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相继建成六大景区、五大公园，

打造了山体亮化工程、亚洲第一高喷、《凤

飞羌舞古羌新韵》民俗情景音画剧等一

系列精品旅游产品，但要摆脱同质化和

趋向性，必须不断推出旅游新产品，以

新的亮点和看点吸引游客，推动文化旅

游产业突破发展。旅游产业发展的最终

落脚点在于推动产业化发展 , 促进区域

群众增收致富。随着文化旅游业快速发

展，景区周边群众依托交通优势，培育

特色农业和养殖业，休闲农庄、特色农

产品等走俏，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旅游

业给群众带来了大实惠，有力推动了县

域经济大发展，但距离景区较远的地区

却难以从旅游发展中直接受益。随着《国

民休闲旅游纲要》和《旅游法》的相继

出台，旅游业发展进入新一轮黄金机遇

期，建设秦岭花谷，以此辐射带动周边

地区，推进全县大景区建设，推动全县

文化旅游产业突破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是对国民经济具有重

大拉动作用的支柱型产业，是城市基础

设施和城乡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产业链条长，关联行业广，一业兴

而百业旺。我县九山半水半分田，以铅锌、

黄金资源开发为主的矿业经济长期以来

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年来，

县委、县政府超前谋划长远发展问题，

积极发展新的接续产业，打文化牌、唱

生态戏，不拼资源抓生态、不比速度促

和谐，逐步把发展重点从地下矿产资源

开发，转到地下矿产资源开发与地上山

水资源利用并重，文化旅游产业井喷发

展，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打造秦

岭花谷推进特色农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进一步做大文化旅游产业，做精特

色农业，打造休闲娱乐的大氧吧、游山

玩水的大景区，逐步实现资源优势、生

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保持县域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干群携手   精打细雕

共建生态富民“新引擎”

秦岭花谷建成后，沿212省道进入我县，

近看绿带成景、花枝招展、五彩缤纷，远

看色彩斑斓、山水相映、如诗如画，将成

为我县文化旅游新亮点，对于构建全域大

旅游格局，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秦岭花谷建设以改善县域生态环境为

根本出发点，建设总量适宜、分布合理、

植物多样、绿彩协调、生态优美的旅游休

闲通道。按照乔、灌、花、草相互搭配的

立体式绿化景观规划和适地适树的原则，

对沿线各镇村道路林带、农田水系、村庄

社区、游园景点等进行全面绿化美化提升，

在原有树种、栽植规格的基础上开展补植

补造，栽植各类苗木 518 万株，绿化面积

9 万余亩，达到了林带全线贯通。对宝成铁

路坡面进行杂灌清理，坡面覆土，大面积、

高规格栽植花卉苗木，形成树木品种之间

相互补充，形态花色之间协调搭配，层次

分明、高低错落，达到“四季常绿，季季

有花”。同时，以“八清、四改、三化、一

统一”为目标，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集中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将沿

线建成百公里生态景观长廊。

秦岭花谷是在县城和核心景区的基础

上，将 212 省道秦岭至凤县段按照“全线

贯通，带状布局，线状布景，点线结合”

的思路，精心打造采菊东篱下、荷塘月色

浓、红花风情艳、万亩果椒红、凤州美食城、

嘉陵垂钓乐的特色景观。恢复和保护嘉陵

江国家湿地公园，在沿线高标准、高品位

建设 130 余个园林景观小品。集中打造大

型特色景点，建成集赏花观景、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荷塘映月湿地植物展示园，集水

生植物、红叶、野生鸟类为一体的鸟类观

景台，以郁金香、白皮松、红豆杉、红叶李、

薰衣草为主的千亩苗木花卉园，同时打造

桃花园、红梅园、岭南波尔多园和薰衣草园，

建设面积达到 2000 余亩，形成绵延百里旅

游休闲通道，达到休闲设施星罗棋布，观赏

景点移步换景的效果。秦岭花谷的建设积极

迎合了旅游产业由观光游向休闲游转变的发

展趋势，将有效带动县域休闲旅游和乡村体

验旅游大发展，成为我县旅游的新亮点和旅

游产业新的增长极。同时，在旅游黄金时期，

乡村旅游将在减轻旅游景点压力、提高旅

游接待能力等方面发挥明显作用。

秦岭花谷，在沿线建设苗圃花卉园、

核桃采摘园、苹果采摘园、花椒采摘园、

樱桃采摘园 5 个千亩农业综合产业观赏园。

进一步完善产业体系，高标准打造休闲农

庄，推广地方特色餐饮，推出“凤州蒸菜”、

“嘉陵河鲜”、“娃娃鱼宴”、“豆腐宴”等特

色美食品牌。充分发挥农村、农业、农民

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和产业优势，将农业、

农村与旅游相结合，以农村田园景观、农

业生产基地和特色农产品为载体，打造生

态休闲观光农业，村庄就地形成旅游市场，

实现了村庄价值的大幅提升，农民变成了

旅游产品生产者和服务者，拉动农村劳动

力就业，带动与之相关的餐饮、娱乐、交

通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秦岭花谷的建成，

将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带动周边地

区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农村各项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推动农村现

代化进程，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推

动城乡区域和谐发展。

“秦岭花谷”以科学、求实、创新的思

想为统领，既是突破我县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瓶颈的法宝，又是进一步优化生态文明

建设的抓手，更是一项富民惠民的民生工

程。                            ( 侯军 )

本报讯 11 月 8 日，备

受期待的金凤凰购物中心正

式对外营业。金凤凰购物中

心位于我县城南广场红绿灯

斜对面，是一座集超市、影

院、服饰、品牌、住宿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购物中

心。该项目于 2011 年开始

启动,项目总投资达3亿元，

经过近三年的精心建设，里

面除安装了中央空调、斜坡

式扶梯、摄像头外，还建设

了冷藏室、升降机等设施。

主要经营日用杂品、家用电

器、烟酒副食、饮料、服装、

食品加工、保健食品、家用

洗品、化妆品、五金针织品

等十大类商品，七千多个品

种，以“商品全、质量好、

服务佳”为宗旨，将为我县

人民打造一个全新的购物娱

乐天堂。   （王勇强 侯辉）

本报讯 11 月 12 日上午，应县科技局

和凤县逢春林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邀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梁宗

锁教授在河口镇下坝村，为当地药农举行

了一场中药材规范化

栽培技术培训。

在培训会上，梁教

授及其专家团队老师

围绕我县道地中药材柴胡的特点特征、丰

产栽培技术、常见病虫害防治、采收加工、

质量控制管理、销售知识等进行了深入浅

出、图文并茂的讲解和辅导，使广大药农

对柴胡 GAP 规范化种植有了一个系统的了

解。理论培训结束后，梁教授一行又前往

河口镇东沟河村和侯家河村柴胡种植基地

现场查看柴胡长势和采收情况，按照规范

化栽培技术要求，对当地药农的一些传统

种植习惯提出了合理化改进建议。 并希望

提高规范化种植水平。

 ( 崔卫强 )

本报讯 近日，县卫生局坚持

按岗聘用、竞聘上岗和公开、公平、

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全员合

同制管理。目前，县、中两院共

聘用职工 421 人，落聘分流 8人，

聘用的临时人员在资质合格的前

提下，做到和正式职工同绩同酬。

县城两所公立医院根据各自

实际，按月予以固定发放，剩余工

资总量的 30%作为奖励性绩效工

资，实行考核后发放，单位主要领

导与行政管理人员同考核、同分配，

其收入标准是一线人员高于后勤

和行政管理人员，充分体现了“多

劳多得”的原则。通过实施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两所公立医院的门诊

住院患者大幅增加，群众满意度不

断攀升。               （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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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专家田间地头传真经

卫生系统人事改革出实招

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突破口秦岭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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