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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绿色生态战略突破县域经济转型跨越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
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
远大计。”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是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民族
地区立足绿色资源禀赋优势，探索生态文
明科学发展，实现绿色崛起的重要途径。
凤县县委、县政府把秦岭花谷建设作为
推进全县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决
策，对于推动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
重大的意义。

红公路和凤太路沿线产业带建设，真正实
现我县生态产业在绿色中崛起。

用“战略政策”引导
全面突破县域经济转型发展

用“战略思维”谋划
全力打造凤县旅游新亮点
近年来，凤县旅游产业从无到有、从
有到兴，从“星星、月亮、高喷”到“羌舞、
羌寨、羌俗”，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时
尚民族文化特色。在全国上下倡导绿色生
态文明的大环境下，凤县又一大亮点——
秦岭花谷将逐步呈现在大家眼前。
一是坚定目标，科学实施。凤县将“建
设秦岭花谷、打造凤县氧吧”作为总体目
标，坚持政府引导，群众参与，依托建设 化旅游产业真正成为引领全县经济社会转
区域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调整产业 型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以“休闲带动
布局，辐射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着力 产业、生态促进发展”的发展模式，使凤
打造“四季常绿、季季有花、生态优美、 县成为陕西省、西北五省乃至全国的转型
产业繁荣”的生态景观长廊、旅游休闲通 发展新典型。
道和产业致富黄金带，推动县域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大力实行“政府打基础，群众
按“战略方式”作为
布产业，典型示范，先易后难，分步实施”
花谷建设日新月异
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主要用于生态绿化
美化，基础设施建设，宣传推介；在产业
县委、县政府用战略思维和战略方式
发展上由政府统一规划，鼓励群众投资入 明确提出：全县上下要紧紧围绕打造“生
股发展产业；大型产业项目通过招商引资 态景观长廊、旅游休闲通道和产业致富黄
模式，引进企业参与投资建设；在种植业、 金带”的目标，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
养殖业发展上积极推进农业合作社和产业 见成效、三年求发展”的思路把 212 省道
协会模式，由群众自主经营发展。
沿线建成独具凤县特色的“一廊一道一带”
二是高点定位，长远规划。通过秦岭 产业链条。
花谷建设，使全县生态旅游基础更加稳固，
去年秋季到今年秋季一年时间，全县
乡村旅游更加突出，农业产业化发展更加 上下齐心协力、举县一致，在秦岭花谷沿
快速，特色优势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带动 线 4 镇 17 个村近百里的战线上进行了规
农民增收作用更加明显。形成一批有一 模空前的大会战，已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
定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带，建成一批独 “打基础”的目标任务。一是绿化造景效
特、优质、生态的特色产业重点村，实现 果明显。212 省道沿线生态环境和景观效
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项目的目标。计划到 果得到全面提升，永生荷塘映月、红花铺
2016 年，将实施区域打造成集旅游观光、 月季长廊、魏家湾薰衣草花圃、白石铺芳
产业发展、特色餐饮为一体的绿色生态旅 菲园、桑园红梅园等特色景点初具规模，
游产业致富带，成为让游客观光休闲、娱 130 余处园林景观小品星罗棋布，基本达
乐消费，让群众就地创业、增收致富的综 到了绿带成景、五彩缤纷、移步换景的效
合性旅游经济区，成为全县的样本。之后 果。二是休闲农业初具雏形。6 个乡村旅
再把秦岭花谷的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在全 游重点村建设进展顺利，以东河桥豆腐宴、
县推开，最终将凤县全境打造成环境优美、 嘉陵河鲜等为代表的特色餐饮、以千亩油
特色鲜明、产业体系完善的大景区，使文 葵为代表的农业观光园深受游客好评，群

抓关键环节 保安全生产

本报讯 近日，我县召开安
委扩大会议，全面安排部署全
县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会议学习传达了有关会议
精神，听取了县安监局前 11 个
月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及即
日起启动一轮全县安全生产大
检查的安排意见。
会议强调，各部门要认真
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结合实际，
做到思想上真重视，行动上真
落实。要切实把安全融入各项
工作中，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
执政关系，统筹兼顾；要切实
做好这一轮大检查，把握关键
环节，明确工作重点，形成安
全生产齐抓共管的新格局，确
保全县安全生产。
（任晓峰）

戴西平 摄

众参与旅游产业发展得到了实惠，积极性
和主动性进一步提高，东河桥村的特色豆
腐宴由去年的 1 家增加到目前的 9 家。三
是秦岭花谷旅游品牌初步确立。通过实施
秦岭花谷建设，使公路成为景区，使果园
成为景点，使农家小院成为度假山庄，成
为今年全市和全省旅游市场的新看点和新
热点，得到了省市领导和广大游客的高度
评价和充分肯定，在省内外成功打响了“秦
岭花谷、美丽凤县、天然氧吧”旅游品牌。
目前，秦岭花谷建设进入“见成效”
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有两个
方面：一是围绕旅游休闲通道建设，以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抓手，大力发展标准
化的休闲农家、休闲农庄、采摘观赏园等
经营主体，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能消
费，切实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
使全县文化旅游产业加快从投资期向收益
期过渡；二是围绕产业致富黄金带建设，
充分利用秦岭花谷带来的投资效应和消费
效应，通过招商引资和政策扶持，引导、
支持企业和群众发展规模化的特色产业基
地和旅游商品加工销售企业，形成集生产、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初步构建旅
游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将秦岭花谷建成
产业转型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下一步，进入“求发展”阶段，将要
把秦岭花谷的一体化模式在全县推开。以
秦岭花谷为样本，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产业，将花谷沿线产业带作为孵
化基地，全面带动 316 国道凤县段、双唐

凤县积极营造“全民兴旅”氛围，强
力对外宣传营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不
断出台扶持政策，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
导、旅游部门、农业产业化企业和民间资
本为主体的长效运转机制。
一是强化建设资金保障。建设过程中
采用“财政资金专项补助、项目资金捆绑
使用、社会资金有效支持”的方式，在财
政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广开资金筹措渠道，
形成渠道畅通、来源多样、成分多元的投
资机制。将秦岭花谷后期管护费用列入年
初财政预算，确保及时兑现。出台的优惠
政策要及时兑现给发展户（项目）。建设
过程中，充分发挥中、省项目配套资金的
引导作用，带动社会各类资本的介入，有
效减轻财政压力。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秦岭花谷
产业发展过程中，继续加大力度执行《凤
县农业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和《凤县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同时特别出台
了土地流转、苗木花圃、乡村生态旅游等
各项扶持及奖励政策。对于流转土地 50
亩以上的流转费用实施“三免两减半”的
政策；对重点打造区域内，按照县上统一
标准建设的休闲农家免费配送文体娱乐设
施和服务人员工作装、旅游商品货柜、室
内装饰品等。对休闲农家配送景区门票优
惠券、
《凤飞羌舞 · 古羌新韵》门票优惠券。
三 是 加 强 鼓 励 投 资 措 施。 对 重 点 打
造区域内的新建休闲农家达到《凤县农
家乐星级评定标准》的，给予一次性奖
励 3000—5000 元，以后每晋级一星奖励
1000 元； 对 于 发 展 苗 木 花 圃 投 资 在 100
万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对新建
的 农 业 示 范 园 区、 休 闲 农 庄、 休 闲 村 庄
等，验收合格的给与 3-5 万元一次性奖励；
对花谷沿线发展相关旅游产业项目，且
投资在 30 万元以上的，免税 3 年，并给
予 5-10 万元的建设补贴资金；对 212 省
道沿线 4 镇 17 村群众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
上的项目，每个项目一次性补贴建设资金
3—5 万元。

建设秦岭花谷
打造美丽凤县 系列报道之三

奋，感情饱满，声音洪亮，语言精彩，各班参
赛节目形式新颖，紧扣主题，并伴有古筝、
琵琶配乐，伴唱伴舞等才艺展示，比赛场上
本报讯 近日，双石铺中学隆重举行 1331 名学生和 101 名教师分别登台展示。 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师生用诵读中华
了中华经典诵读比赛，为全校师生奉献了
此次活动是双石铺中学助推语言文字 经典的形式，热情洋溢地抒发了对祖国灿
多场震撼心灵的听觉盛宴和回味无穷的文 工作、浓郁校园书香文化的又一重大举措。 烂文化的热爱和对崇高人生理想的追求。
化大餐。本次活动共有 26 个班级代表队、 比赛过程高潮迭起，异彩纷呈，师生精神振
（吴登峰）

诵读国学经典 规范语言文字

整治占道经营 规范市场秩序

关爱送老人 寒冬暖流涌
本报讯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7 日， 唐 藏 镇 民 政 办 和
镇卫生院对全镇的散居五保
户进行了体检和理发等工作，
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
镇民政办和镇卫生院组
成医疗卫生服务队，上门对
17 户五保户进行体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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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血压、化验血糖、做心电
图等方式了解老人健康状况，
逐人建立了健康档案；镇民
政办的工作人员义务为五保
户理发。据了解，此项活动
将会长期坚持下去，定期上
门为他们进行体检和打扫卫
生等服务。
（杨志国）

本报讯 近日，综合执法局
牵头，联合工商、运政等部门
成立联合执法小组，对城区内
所有汽修、摩托车修理以及汽
配件销售门店开展集中整治，
目前，集中整治工作已取得初
步成效。
对全城 73 家汽车、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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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等行业的门店存在的问题
进行整治，
对占道经营户下发整
改通知书 23 份，
对 12 户无证经
营户要求立即停业限期取缔，
对
门前污染严重的 2 户门店进行
了彻底清除，
清洗油污污染人行
道砖 560 平方米，
清理门前垃圾
2 吨左右。
（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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