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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创建

吹响全域旅游集结号

2017年2月16日，国家旅游局官网公布《国
家5A级旅游景区网上公示名单》，青州古城旅
游区榜上有名；2月27日，国家旅游局正式为
青州古城旅游区授牌。至此，历时三年，青州
古城旅游区终于成功创建为国家5A级旅游景
区，跻身全国最高品质景区行列。

创建5A景区，是青州市委、市政府在认真
分析青州旅游的现状后所做出的一项高瞻远瞩
的决策。青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就把旅游
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培育，较早树立了“全
域”、“全员”、“全年”的旅游发展理念，
出台了旅游业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全市人民
对发展旅游认可度普遍较高，为全面进入全域
旅游时代营造了浓厚氛围。

而丰富的旅游资源又让青州具有了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青州古城保存完好，中国北方
罕见，云门山摩崖石刻大“寿”字世界最大，
青州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在全国县级绝无仅
有，此外还有泰和山、黄花溪、仰天山、花好
月圆、南阳河、弥河文化旅游区、井塘古村、
驼山石窟造像群、青州山体巨佛、玲珑山郑道
昭题刻、龙兴寺等众多旅游资源。

然而，拥有遍布全域的优质旅游资源，但
是长期以来“有群山、无主峰”。青州旅游要
实现大突破，大发展，必须创造机遇，高端定
位，集中发力，着力提升，才能在已经到来的
全域旅游时代中凸显优势，独占鳌头。

于是，2012年12月，青州市召开全市旅游
发展大会，提出了创建5A级景区的目标，并最
终确定青州古城、云门山、博物馆联合以“青
州古城旅游区”名称创建5A级景区。2014年3
月，规格空前的“青州古城旅游区”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动员大会召开。

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创建国家5A级旅游
景区，成为青州市的头等大事———

由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分
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的高规格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和十个创建推进工作组，明确
了创建职责和分工。积极对接上级部门，创建
申报工作扎实推进。省市相关领导和部门积极
支持，倾力指导，极大促进了创建工作的开
展。科学谋划，聘请了北京万诺普旅游规划设
计院作为5A级景区创建规划编制及全程咨询服
务……

青州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在
创建之初，就有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创建5A级

景区不是目的，通过创‘5A’提升全市旅游品
质才是根本。”

的确，这个创建思路在三年的创建中，愈
来愈清晰和完善，并在创建过程中得到了全面
落实。古韵浓厚的青州，在这期间得到了全面
提升和各界认可。

创建中而两大标志性事件，成为青州旅游
吹响全域旅游集结号、实现弯道超越的历史节
点：2016年2月，青州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一年后的2017年2
月，青州旅游再创佳绩，青州古城旅游区终登
高峰！

群山汇聚，高峰凸显；一呼百应，全域发
力。青州，终于成功打造出具有影响力和号召
力的“拳头产品”，为青州实现以5A级景区
“青州古城”为核心的资源带动型全域旅游发
展模式再添强大主力！

核心引领

旅游品牌形象全面提升

“冬季到青州来过大年。”2014年开始，
青州市连续策划组织“青州古城过大年”活
动，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和媒体高度关注，接待
游客数量屡创新高，成为山东省冬季旅游的亮
丽名片和品牌。

古城带动，全域锦绣。近几年到过青州旅
游的人都知道，青州的城市内涵更加丰富了，
外延更加扩大了。这得益于“景美、城古、寺
幽、花香、文祥”的资源优势，再加上已经形
成的全域旅游格局，让青州旅游的品牌形象不
断提升。

看，随着旅游业与农业、花卉产业、文化
产业、体育产业、会展业等的深度融合，青州
充分发挥地域特色资源，全市逐渐形成了中部
古城片区、南部佛寿文化片区、东南部高端休
闲旅游区、西南山地森林片区、东部花卉生态
片区、北部现代农业区等旅游格局。

再看一看，创建过程中，青州不断完善和
健全的旅游设施，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便利。同
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站、微博、微
信等多种渠道对青州旅游进行的全方位、立体
式宣传，营造了浓厚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氛围。

还要看一看，全市镇、街道供水、供热、
供气、污水管网与城区大网全面对接，城乡一
元制公交实现全覆盖，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
高，视频监控系统、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全覆
盖，推行的网格化社区服务管理模式，打造的
区、镇街、社区三级数字化信息平台……这些
都在充分说明，青州，拥有了优势明显的旅游
发展基础，全域旅游发展步履正劲。

如今的青州旅游可谓春色满园———
拥有国家A级景区14处，其中5A级景区1

处，4A级风景区2处、3A级景区7处。此外，省
级旅游度假区1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处，
国家级森林公园1处，国家地质公园1处，国家
级水利公园1处，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1处，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2处，青州市有省旅游强
乡镇3个、特色村5个；省工业旅游示范点4
家，农业旅游示范点3个，精品采摘园6个、好
客人家星级农家乐20家；全市共有旅行社22
家，旅行社分社4家，星级饭店4家，星级餐馆
6家，形成了结构合理、要素健全、功能日渐
完善、特色突出的产业体系。

龙头带动

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一座富有魅力的城，一片正在向全域旅游
时代全力奔跑的沃土。青州，在5A景区古城旅
游区的带动下，乡村旅游正在全面提升和提质
升级。

东部花卉休闲游、南部“孝美”农家体验
游、西南山区山地休闲生态游、中部古村风情
民俗游、北部新农村体验游。如今，青州乡村
旅游集群、片区化发展趋势明显，片区化发展
格局日渐清晰，让来青州旅游人，踏入每一个
乡镇，皆能得到不一样的感官和心灵体验。

这一切首先得益于近年来青州市委、市政
府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高度重视。以打造乡村旅
游升级版为目标，按照“全面启动、梯次推
动、生态规控、高端打造、资源整合、差异发
展”的思路，青州编制完成了《青州市乡村旅
游发展规划》，出台了《青州市推动乡村旅游
发展意见》，设立了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以10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发展为重点，以点带
面，加快特色乡村旅游业态培育。相继建成井
塘古村、花好月圆、泰和山、仰天山桃花坡度
假村、九龙峪等乡村旅游项目，“孝美”侯王
村、青州(国际)花卉创业园、百纳城葡萄酒庄
园、柿子沟景区、黄鹿井村等乡村旅游点逐步
完善，弥河(赤涧)农业公园、青州花卉公园、
胡林古等乡村旅游点初具规模。

青州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和高度。目
前，青州市拥有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2处，省
级旅游强乡镇3处，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3处，
省级旅游特色村5处，旅游农家乐320多家，直
接吸纳农民就业2万多人，是潍坊市首家“山
东省乡村旅游发展示范市”、入选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青州，已不仅仅是一座城，而是一个富有
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品牌，一个深入人心的旅游
目的地。

青州：资源带动型的全域旅游发展实践
作为一座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青州的

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明显，自然旅游资源优势

显著，具有通达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亦走在全省前列。但青州旅游

并未因此而放慢前行的脚步。为了改变并解

决长期以来困扰青州旅游“有群山、无主

峰”的难题，近年来，青州以全域旅游发展

为主线，以创建5A级景区为动力，坚持规

划引领，突出因地制宜，积极创新载体，加

大资金投入，精心打造精品景点，不断完善

旅游产品体系，形成了从城区到乡村景区覆

盖面广、数量众多的旅游格局，旅游产业发

展成效显著：青州古城旅游区成功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青州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荣获“美丽

中国”十佳旅游县(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县、潍坊市首家山东省乡村旅游

发展示范市等荣誉称号。

黄花溪水韵

井塘古村

弥河文化旅游度假区

青州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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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明天

看五莲旅游气度

回眸昨天，近年来，特别是2016年成为全
国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后，
五莲县以创建工作为抓手，在宣传营销、项目
建设、品牌塑造、产业融合、服务体系建设、
环境提升等方面集中发力，掀起了全县全域抓
旅游的一轮新热潮，创建工作实现开局良好。
全年争创国家3A级景区2处，省级旅游强乡镇2
个，省级旅游特色村6个，省级精品采摘园7
个，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1个，省级开心农场1
个，省、市级畜牧旅游示范区各1个，争创为
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游示范县，实现年接待游
客506 . 6万人次，旅游消费总额突破20 . 2亿元，
旅游项目完成投资7 . 49亿元，分别增长15 . 3%、
15 . 7%、166%。

展望明天，五莲县委书记马维强对做强
全域旅游思路让人折服：“把旅游业作为生
态富县的支柱产业，到2021年，力争年接待
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消费总额达50亿
元，旅游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 2 0 %以
上，旅游新增就业比重占每年新增就业的
20%以上。”

的确，为实现未来五年发展目标，2017
年，五莲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争创为契
机，高扬“生态富县”主旋律，坚持规划引
领、全域联动、项目带动、多业融合，积极
构建以“两山”为龙头，以礼佛、泡泉、狩
猎、习拳、登山健身为支撑，乡村游全覆盖
的旅游格局，聚力打造“山水禅心、康养五
莲”品牌。

众望所归

看五莲旅游盛景

做强做大做好五莲旅游，是众望所归的事
情。为此，该县完善领导机制，强化全域旅游
改革创新。发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职能，调整充实县旅游工作领导小
组，成立由县委书记、政协主席任组长，相关
县领导任副组长的“生态富县”工作线，构建
起了政府统筹领导、部门协作、各镇争先，职
责清晰、分工明确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大格
局。增强旅游主管部门工作职能，加强县内旅
游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管理、综合监管、政策协
调、旅游经济运行检测等职能。将8个乡镇列
为生态旅游型乡镇，所辖人员与工作重心向生
态旅游工作倾斜。创新管理模式，成立县域文
化旅游发展公司、乡村游协会、旅游摄影协会
等社会组织。完成国有景区“三权分离”改
革。探索在县公安局、法院、市场监管局设立
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旅游工商分局。

加快推进白鹭湾、大青山、黑虎山等21个
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年内完成投资10亿元以
上，太阳谷葡萄酒庄、国际太极学院等一批新
项目建成运营。通过持续不断的生态旅游项目
建设，初步形成“五山、五湖、三镇、三村、
两园、一线”为旅游拳头产品的全域旅游产品
体系。刚刚建设完成的五莲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东部示范工程完全按照国家标准打造而成，步
道主线66公里、辅线及环线63 . 5公里，并配套
完善营地、标识、救援、GPS数据系统等。从5
月开始承接各级登山、健身、露营、户外生存
等户外活动，利用3—5年的时间，将全县3300
多个山头串联起来，实现“一条主线串全域”
的飞跃，建设成全国最长、华夏最美的登山健

身步道，成为“南有宁海、北有五莲”的“中
国休闲健身旅游先行区”。

三位一体

看五莲旅游潜力

推进产业融合、强化宣传营销、升级保障
服务是旅游的关键点。

如何推进产业融合，做活“旅游+”文
章？五莲将服务业与旅游业融合成生态富县
工作线，与商务部门协同推进工作。将林水
会战、扶贫开发等重点工作与全域旅游相结
合，80%以上林业会战项目融入乡村游、采摘
游等旅游元素，发挥旅游扶贫优势，采取林
果种植、发展乡村游等方式，帮助黄庄沟等5
个省级旅游扶贫重点村脱贫致富。实施旅游
全产业招商，将生态旅游产业作为项目招引
重点，成立产业招商工作线，主动外出开展
招商活动。加快旅游休闲街区、商务酒店等
建设，五莲山商业步行街正式营业，引入蓝
海酒店管理集团、速八、艾尚精品、尚客优
等知名连锁酒店品牌；梳理全县旅游特色食
品、农副产品、林果产品、旅游休闲保健产
品及旅游纪念品5大类67种商品，统一包装、
统一推介营销。

如何强化宣传营销，打响“山水禅心、康
养五莲”品牌？五莲是这么做的，在日照机
场、高速、省道设立全域旅游宣传户外广告，
开展旅游形象宣传口号征集活动，制作全域旅
游宣传片和旅游地图。成立省道沿线环境综合
整治办公室，对沿线广告牌和标识牌进行集中
清理整治。在县域出入口、交通干线等重要节
点，完善旅游宣传牌和旅游交通指向牌。组织
人员赴省内外开展全域旅游品牌推介活动，精
准开展市场营销。挖掘旅游资源，推出《恣游

五莲》，五莲美食走进央视《味道》；通过微
信、微博等新媒体，发布旅游资讯。每年持续
打造全省龙舟大赛、大青山国际太极拳大赛、
樱桃采摘节、海滨山岳行红牛24小时挑战赛、
全国登山步道联赛等20余个赛事节庆品牌。精
心设计旅游线路，推出四季“二日游”、“多
日游”线路，推出五莲旅游两日游护照和一卡
通，在青岛等近10个地市设立销售点。营造全
域旅游氛围。纂写五莲旅游群众读本、学生读
本和干部读本。每年引导旅游镇村、景区、乡
村游经营业户、重点旅游企业等参加旅游专业
培训活动50余次。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动员集中宣传月活动，在主流媒体专
题报道，营造浓厚创建氛围。

五莲在升级保障服务，构建全域旅游公共
服务体系上做出了大文章。加大县财政支持力
度，积极争取上级扶持资金，每年财政拿出
1000万元全域旅游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旅游规
划、宣传推介、创强晋级及全域旅游示范镇、
旅游厕所奖励等。完善旅游交通集散服务体
系，开工建设潍日高速五莲段，改造提升206
国道、334省道、222省道等重点道路，修缮村
村通道路，推行城乡公交一体化，实现机场、
车站、码头到主要景区公路交通无缝衔接。将
旅游集散中心及咨询服务中心建设纳入年度考
核指标。各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涉旅企业营业
区实现无线WiFi覆盖。对重点旅游景区、旅游
干道沿线、交通集散点、休闲街区等推行“旅
游厕所革命”。进一步规范整治旅游市场秩
序，积极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执法检查行
动，按时办结旅游投诉举报，做好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工作。未来，五莲旅游带给旅客的将是
安心、放心和舒心。

■相关链接

五莲山风景区依托五莲山、九仙山自然及
人文资源，大力实施景区提档升级，目前为国
家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户外运动基
地、中国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国野生杜鹃
花基地、省级旅游度假区等。投资4 . 8亿元开
发建设的管帅旅游度假区是全省镭元素含量最
高的地热温泉。大青山景区通过打造国际太极
拳交流中心，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已连续举
办5届中国·五莲大青山国际太极拳大赛，形成
了每届约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千人参加的国
际性太极拳赛事，每年吸引境外游客1万多人
次，百余人常年驻山习拳，成为走向世界的独
特产品。山东黑虎山狩猎场为华东地区唯一一
家获批的大型国际标准化狩猎场，刚刚荣获全
国科技体育综合基地；白鹭湾文创园坚持高端
设计，以世界视角，重点打造白鹭湾国际大地
艺术文化，入选全省公布的首批60个特色小镇
创建名单。

五莲全域旅游，风景这边独好
4月28日，“山外青山 太极五莲———

2017五莲世界太极日”活动在五莲县大青山
风景区成功举办。来自国内外的300余名太
极名家和太极爱好者云集大青山，共习太极
拳，引爆了五莲县五一小长假旅游市场。据
统计，五一小长假期间，五莲县五莲山、九
仙山、大青山等景区及乡村游采摘园游客爆
棚，共接待游客28 . 1万人，实现旅游直接收
入1560 . 1 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3 . 5%、
14 . 13%。五一假期旅游市场的火爆，是该县
积极实施全域旅游战略的必然结果，五莲生
态富县大门已经打开，风景这边独好……

 2 0 1 7年 4月 2 8日，“山外青山 太极五
莲——— 2017五莲世界太极日”活动在五莲县大
青山风景区成功举办

2017年3月20日，大青山风景区被正式命名
为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并举行揭牌仪式

2016年6月3日，五莲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动员会议举行

五莲山（莲山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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