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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一：

率先举步集聚发力

创新思路铺展旅游新画卷

进入2017年，沂水县旅游热点不断，天上王
城书圣祭祀活动、泉庄桃花节、沂蒙花朝节等活
动持续吸引眼球，沂水旅游开启“旺季模式”。

如今的沂水，全景活力已被激发，全域优
势正积极培育，沂水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逐
渐形成，其做法和探索赢得了业界认可和赞誉。

其实，早在2012年底，沂水县委、县政府
便适时提出了“建设全景沂水、发展全域旅
游”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由人大常委会会议作
出决议，逐步建立了全域旅游工作机制，形成
了全域旅游工作体系。去年，沂水在全省率先
实施了“1+3+N”旅游体制改革……体制机制
上的创新让沂水旅游自成体系，一枝独秀。时
至今日，在“全领域切入、全方位保障、全景
化打造、全要素融合、全民化参与”的理念引
领下，沂水已逐步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全域旅游
战略实施体系，全域旅游正在成为沂水旅游提
升发展的嬗变之作，成为沂水全面发展的航向
引领。

一个县域，一个大景区。在全局谋划上，
沂水积极构建“一心多线六板块”产业布局。
统筹点、线、面综合推进，实现设施、要素、
功能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在要素
融合上，沂水深入推进“旅游+”，积极推进
旅游规划与城规、土规等多规合一。县委、县
政府每年研究城建、农业、交通、招商等工作
意见时，旅发委全程列席会议并征求旅发委的
意见建议，使旅游工作充分融合到各级各部门
业务工作中，与部门之间有效实现了资源整
合、融合发展。

全域旅游，全民参与，全域发力。把每一

个来沂水的人都作为游客来对待，把每一名党
政干部都当作旅游从业人员来训练，把每一位
市民都作为旅游宣传人员来引导。在全县范围
印制了15000份《全域旅游知识手册》及知识卡
片，做到全县各部门干部职工人手一份。沂水
通过全民参与、全民共建，达到了人人都是旅
游形象的良好效果，形成了发展全域旅游的良
好氛围。

顶层决策，带来5年探索；5年探索，开启
旅游新篇。沂水旅游改革创新的做法走在了全
省前列。

实践之二：

高点引领双轮驱动

核心亮点助推旅游转型

今年，沂水建设的一大批旅游精品项目不
仅让当地人惊喜连连，更是惊艳了前来的外地
游客。雪山彩虹谷景区新增的彩虹旋转漂流、
彩虹森林滑雪场等项目；天谷·天然地下画廊
景区野人谷、疯狂卡丁车等新配套对外开放；
天上王城景区纪军七营、观光栈道等陆续建设
完成；沂蒙风情小镇、泉乡小镇等美丽小镇集
群建设如火如荼，为沂水全域旅游的发展提供
了新的动力。

培育新的旅游资源，拓展新的旅游空间；
融入旅游功能元素，努力建设精品旅游项
目……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沂水
精心打造核心亮点，助推旅游转型升级，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

先是高点引领，争创5A级旅游景区工作迈
出新步伐。作为今年的“两创”大事之一(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萤火虫水洞·地下大
峡谷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萤火虫·峡谷旅
游区，如今已达到申报创建5A级旅游景区景观
质量要求，列入了创建5A级旅游景区名单。

再是双轮驱动，“城、乡”旅游大格局魅
力非凡，把城区当作景区来建设。“构筑九五

体系，建设山区水城”，把旅游元素全面融入
开发建设，初步构建了“一心一带三线路”城
区旅游发展格局。

目前，沂水县现有2A级以上景区33处，其
中4A级景区6处，居全省县级首位；省级旅游
强乡镇7个，省级旅游特色村11个，市级旅游
度假区2个；农家乐800余家；住宿床位达1 . 5万
余张；省级金牌旅游购物商店和旅游休闲购物
街区各3家、旅游商品研发基地2家。

实践之三：

高端设计建树品牌

“沂水情长”渐渐深入人心

5月11日，在2016中国旅游总评榜颁奖典礼
上，沂水龙冈旅游集团凭借“哪凉快哪待着
去”“这里常年恒温18℃”的创意广告，成功
获得年度旅游营销创意奖。今年以来，萤火虫
水洞“中国梦·沂蒙情”万点荧光万颗诗心大
型颂诗会、首届沂蒙花朝节、天上王城朗读大
会、雪山彩虹谷“彩虹跑”等诸多创意十足的
旅游营销活动广受游客好评。

沂水县委常委、统战部长戚树启表示，以
“天上王城 天下泉庄”“沂蒙风情小镇”等
特色旅游品牌为支撑的“山东好客 沂水情
长”的沂水旅游核心形象，产品升级，内容更
加丰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同时这也是
沂水全域旅游品牌体系的一部分。沂水旅游对
品牌的提升及持续打造，这本身就是新旧动能
转换在旅游产业的具体实践。

在建树沂水旅游品牌的同时，沂水还积极
做好“扶贫”文章，创新旅游富民增收新模
式，将扶贫工作全面融入“全景沂水·全域旅
游”大格局，放在乡村旅游工作的第一位来
抓，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确定
了四门洞、桃棵子、留虎峪、后武家庄和圣水
坊等5个贫困村发展乡村旅游。

作为省级全域化旅游改革示范县和全市国

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重点县，沂水坚持
把“打造新产品、谋划新项目、发展新业态、
形成新亮点”作为发展全域旅游的主攻方向，
努力形成以核心景区、乡村休闲度假、特色酒
店、精品民宿为主导的集群化发展大格局，加
快打造特色鲜明、吸引力强、业态丰富的全域
休闲旅游目的地。

实践之四：

延伸链条丰富业态

打造新旧动能转换新亮点

每逢周末，沂水县泉庄镇天地合家庭农场
林下花墅民宿区的民宿床位都会被预订一空，
其中不少游客已成为该民宿的回头客。是什么
吸引了游客？

天地合家庭农场周围环境优美，依托环境
优势又开发了碧草银滩露营游乐区、骑行漫步
有氧运动区等多种旅游体验项目，使民宿与周
围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此外，地中海风格等
不同房屋装修风格，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住宿
需求。而“民宿+景观”，更让游客有得玩，
来了还想来。

从去年开始，沂水启动了精品民宿示范建
设，并确定打造“行走中的家”民宿品牌，打
破了沂水旅游没有民宿的局面。目前，全县已
建设精品民宿示范点9处，共有客房172间、床
位296个。

不得不提的是，集田园赏花、休闲体验于
一体的赛石·沂水花彩小镇项目。前不久在这
里举办了首届沂蒙花朝节，当日接待游客量突
破10万人。该项目是浙江杭州赛石集团成功推
广嫁接模式，在城市近郊、休闲度假旅游发展
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项目。它满足了人们消费升
级，看绿看山看水看花的需求，引领了旅游新
风尚。这是沂水实践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旅游
转型升级，实现新业态、新产品、新消费的精
彩一笔。

2 0 1 7年作为沂水“旅游重点项目突破
年”，围绕休闲度假、文化创意、乡村旅游
等，搞好项目对接洽谈。年内实现滨河度假小
镇、山水天度假村、三众桃花源旅游小镇、沭
源青田园综合体等项目的签约落地，计划总投
资50亿元。

“旅游小镇、民宿等新业态的开发，这些
是除传统景区企业之外，又新加入到沂水旅游
行业里来的，给沂水旅游注入了新的动力。新
项目的落地实施，老景区的提质升级，旅游与
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这些都是沂水旅游新旧
动能转换的具体实践。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是发
展的大势所趋，沂水正大力实施‘全景沂水、
全域旅游’战略，以旅游为引领，努力走在前
列。”戚树启表示。

全域旅游创建的“沂水实践”
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全国旅游标准化

示范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山东省全域化旅游改革试点县等荣誉。全域

旅游战略实施5年多来，沂水探索出了独具

特色的全域旅游的“沂水实践”，成功培育

了“山东好客·沂水情长”形象品牌，近期

又提出了“坚持以游客为中心发展旅游”的

理念，这些做法得到了国家和省市旅游主管

部门的充分肯定，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

作为全国县域代表在全国全域旅游工作会上

作典型发言，为国家旅游局推行全域旅游战

略提供了可靠的实践依据。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须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沂水先行一步，把旅游业作为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点产业，加快推动旅游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打造新产

品、谋划新项目、发展新业态、形成新亮

点，其探索和经验值得借鉴。

林下花墅

院东头镇风情岛

天上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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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制创新中激发旅游发展活力

“我家原来一套老宅子，现在置换了一套
88平方米的平房和一套126平方米的小康别墅
楼；我还在景区从事保洁工作，每个月有2000
多元的收入。一个月顶过去种地一年的收入，
这都是政府开发景区给我们村带来的好效
益！”山亭区兴隆庄村66岁的单士海老人说。
该村2013年变更为兴隆庄社区，成为独立的居
委会。现有居民和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兴隆庄村的巨大变化，是山亭依托旅游扶
贫，创新机制，激发旅游发展活力的结果。有
113户人家的兴隆庄村，五年前曾是远近闻名的
“穷命庄”，但兴隆庄村有着鲁南最完整的石
头民居和茂密的树林，极具旅游开发价值，吸
引青岛欧亚集团投资8 . 6亿元进行开发。如今，
兴隆庄村已开发为4A级翼云石头部落景区。

翼云石头部落的成功，带动了天津鲁华集
团、山东银光集团、青岛新空间、上海极亚公
司等企业入驻山亭开发旅游，形成了百亿元社
会资本落户山亭开发旅游的喜人局面。

山亭区不断创新旅游扶贫模式，依托景区
景点，引导贫困村、贫困户发展乡村旅游，确
立了“整村搬迁型”、“扶贫资金折股型”、
“公司带动型”、“合作社引领型”等旅游扶
贫模式。“整村搬迁型”以兴隆庄村为代表，
通过整体搬迁建设翼云石头部落，113户贫困
群众实现脱贫；“扶贫资金折股型”以石嘴子
村为代表，依托柜族部落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把100万元的重点扶贫资金，委托山里人家旅
游发展公司运作，通过折股量化、发展民宿、
参与分红等，促进贫困户增收脱贫；“公司带
动型”以葫芦套村为代表，引进上海极亚旅游
公司投资2000万元，打造以葫芦乐园、精品民
宿、水街酒店为主的乡村休闲旅游；“合作社
引领型”以双山涧村、湖沟村为代表，通过成

立旅游合作社，引导贫困户利用民宅发展农家
乐和民宿，吸纳170户贫困户实现就业。湖沟
旅游合作社入选国家“合作社+农户”旅游扶
贫示范项目。

山地丘陵占全区面积近九成的枣庄市山亭
区，依托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旅游扶贫模
式，山亭旅游迸发了强劲的发展活力。目前，
全区A级景区由2012年的4家发展到当前的11
家，其中4A级景区达5家，3A级景区达4家，5
处4A级景区均由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乡村旅游
点由原来的3处增加到25处，国家级就有5处，
由单纯景区观光游向景区加乡村休闲度假游过
渡，由单纯门票经济向乡村民宿、购物观光、
采摘体验等多业态发展，突破景区景点和门票
经济，向全区全景全行业发展。

在共赢共享中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如何推进旅游精准扶贫？山亭坚持共享发
展理念，聚焦“六准四赢”(对象精准、目标
精准、项目精准、资金精准、措施精准、培训
精准；群众赢、支部赢、企业赢、产业赢)，
让旅游业在精准扶贫中挑重担、唱主角。其旅
游扶贫工作经验被选入新华社内参，湖沟旅游
扶贫模式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评价，湖沟旅游
合作社入选国家“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示
范项目，引来全省乡村旅游扶贫会在山亭召
开。42个村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占全市的61%；14个村被列入省级旅游扶贫
村，占全市的一半。

不仅如此。在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的实践
中，山亭发挥旅游产业的融合功能，推进“文
旅互融、农旅互动、工旅互通、城旅互赢”，
拉长旅游产业链条，形成综合新产能。

文旅融合——— 充分挖掘历史文化、红色文
化、湿地文化和乡村生态等资源，建成了小邾
国故城、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园、月亮湾湿
地、翼云石头部落、青龙山古陶博物馆景区和
王家湾峄县抗日民主政权旧址、洪门葡萄村、

湖沟乡村公园等乡村旅游项目，长红枣科技博
物馆、豆制品文化展览馆、湿地生态博物馆和
汉诺故事馆建成开放。

农旅融合——— 10万亩长红枣、10万亩火樱
桃等林果基地，城头龙潭家庭农场、水泉黄桃
观光休闲农业、徐庄茂坤生态农业、洪门葡萄
等特色项目建设大力推进。目前，已发展各级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22个、省级开心农
场11个、省级精品彩摘园6个。

工旅融合——— 厂区就是景区，产品就是旅
游商品。山亭重点打造了润品源、豆制品基地
等3处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同时，深度开发
旅游产品、休闲食品，做大做强旅游商品生产
企业，规划建设一批旅游休闲购物街区和商
店。

城旅融合——— 按照“鲁南欧情山城、生态
休闲家园”的发展定位，重点建设了山亭文化
休闲广场、紫云湖公园、太清湖公园、丰泽湖
公园及公共自行车系统等公共休闲场所和设
施，开展河道治理、湿地建设、道路绿化，宜
游环境明显改善，形成了“人在景中行”的景
观格局。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山亭突出
“生态、绿色、健康、养生”主题，大力推动
旅游业与工业、农业、康体运动、养生养老等
产业深度融合、相融相生，力图形成新的生产
力。并着力构建从旅游企业单打独斗到社会共
建共享转变的格局；充分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
与，发动全民共建共享，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精彩纷呈。

在全域规划中实现全链提升

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群众脱贫致富的金
山银山。依托旅游扶贫项目建设，山亭区将辖
区的山山水水、民居等变成了促进旅游发展的
要素，有力推动了全域旅游快速发展。

在兴隆庄村旅游扶贫项目中，曾经的“穷
命庄”，不仅全村脱了贫，还上了全国的光荣

榜。2015年，在全国首批乡村旅游“千千万
万”品牌名单中，兴隆庄被评为“中国乡村旅
游模范村”，石板房饭庄农家乐被评为“中国
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原来的村落成为了国
家4A级旅游景区。旅游扶贫项目中的洪门村是
山亭区北庄镇一个葡萄种植专业村，先后被授
予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山东省旅游特色村、“好客山东”最美乡村等
称号。

不言而喻，旅游扶贫成了山亭向全域旅游
大步跨越的有力助推器。

不仅激活大资源，小资源同样不放过。在
“规划引领、龙头带动、产业融合、要素配
套、宣传营销、统筹发展”原则引领下，山亭
用活旅游小资源，培育旅游业发展基础。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推进。新建改造道
路860公里，累计投资13亿元。开通了山亭至枣
庄新城BRT、山滕城际公交、城区至主要景区
公交等17条公交线路，沿干线公路设置旅游交
通标识牌200余块，每一个A级景区都开通了公
交，构建了畅通快捷的旅游交通网络。要素产
业配套进一步加快。围绕“吃住行游购娱”6
要素，先后建成银都大酒店、格林豪泰峄家人
酒店、曼卡金苹果主题酒店等星级酒店，在统
床位发展到4000张以上。加快推进旅游厕所革
命，全区222座厕所通过省级验收。同时，围
绕“鲁南欧情山城、生态休闲家园”的城市定
位，加快景城融合发展步伐，打造自然生态、
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山城。累计投资70亿元，
实施道路畅通、园林绿化、环境整治等八大工
程，城市规模扩大到40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49 . 8%。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 . 05平方
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8 . 3%。紫云湖、丰泽
湖和市民中心、文化休闲广场建成开放，公共
自行车系统投入使用，庄里水库、十字河等景
点规划建设稳步推进。

同时突出龙头带动，建设一流精品景区。
突出“两山(抱犊崮、熊耳山)、两镇(北庄、徐
庄旅游小镇)、一区(翼云生态旅游度假区)、一
园(汉诺庄园)、一湿地(城头月亮湾湿地)”，加
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强力推进龙头景
区开发建设。

山亭区委书记毕志伟说：“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不单单是拿到一块牌子，而是要
以创建为抓手，推进全区旅游服务业提档升
级，并实现全链提升。”2017年，山亭以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坚持全域景区
化、产业融合化、全民共享化原则，围绕“亭
台古韵、欧情山城、灵山秀水、林海果园”的
旅游形象定位，发挥优势、特色发展，积极推
进“全域规划、全业融合、全链提升、全程创
新”4项重点工作，着力把生态旅游培育成为
全区战略性支柱产业，把山亭建设成为国内知
名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旅游扶贫共赢共享的“山亭模式”
2012年起，枣庄市山亭区坚持“生态立

区、民生为本、城乡一体、绿色发展”的全
域旅游发展理念，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旅游
扶贫，实现共赢共享，被旅游业界称为“山
亭模式”。2015年成功获评全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区；2016年10月，成功入选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近日，2016年
度中国旅游总评榜榜单在浙江天台揭晓，山
亭区旅服局喜获“年度旅游扶贫奖”。

“山亭模式”是按照“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规划先行、强化监管”的原则，高点
定位、顺势而为、抢抓机遇，结合城乡统筹
发展、美丽乡村、乡村旅游建设，借助旅游
扶贫向全域旅游发展，实现了旅游产业的大
跨越。“山亭模式”来自于聚焦对象精准、
目标精准、项目精准、资金精准、措施精
准、培训精准的“六个精准”，因地制宜、
科学施策，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实现
了群众、支部、企业、产业“一业多赢”。
毫无疑问，山亭旅游业借旅游扶贫实现全域
旅游大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对于经济欠发达
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如何寻找突破点，具有
启迪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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