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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进入新时代，文化旅游日益成为
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抓好文化旅游，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更好地推
动招商引资、“飞地经济”、乡村振兴，
能更好地打造“山青水绿的自然生态
环境、文明和谐的人文社会环境、便捷
高效的营商发展环境”，能更好地“留
住人、吸引人、营养人”。我们要把文
化旅游优势变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我们要着力创建特色品牌。品
牌是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文化旅
游形象。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全
力创建真正吸引人们眼球、激发人们
感受、使人们留恋的品牌，切实满足
人们有目的性旅游的需求。

同时加快推进全域发展。全域旅

游是解决供给不足问题、满足大众旅
游需求的重要抓手。要主动适应以个
人游、自驾游为主的无目的性旅游新
形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推动形成全
域旅游、全时旅游、全民旅游的发展格
局，让群众随时可游、随地可游。

我们要上下联动、统筹推进，凝
聚推进文化旅游发展的强大合力。
推进文化旅游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凝聚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我
们必须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处使、同
下一盘棋，真正形成上下联动、统筹
推进的强大合力。

高站位抓好组织实施。牢固树立
“抓文化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民生”的
理念，成立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建立
联席会议制度，及时研究解决文化旅

游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真正做到
文化旅游发展有人抓、有人管，共推
进、成合力。坚持规划引领。做到“一
个规划管到底，一张蓝图干到底”。

高水平抓好资金投入。在“外引”
上下功夫，树立“用资源换资本、用资
源换市场、用资源换发展”的理念。充
分发挥招商委员会和 64 个招商局

（办）作用，综合运用特许经营、承包经
营、股权合作等方式，鼓励吸引域外企
业参与进来。在“上争”“内聚”上下功
夫，把北票文化旅游做强、做大。

高质量抓好管理服务。强化资源
保护，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市场秩序，
抓好人才储备。全面提升管理服务质
量，增强文化旅游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高标准抓好宣传营销。酒香也

怕巷子深。文化旅游是典型的“眼
球”经济、形象经济、开放经济，必须
抓好宣传营销，让北票文化旅游品牌
家喻户晓、远近皆知，真正把北票打
造成京沈游客的“后花园”。

北票的文化旅游资源独一无二，
未来发展潜力无限，我们有责任把它
保护好、发展好、利用好。我们一定要
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宽广胸怀、

“功成不必在我”的崇高境界、“功成必
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不断开创文化旅
游发展新局面，真正把北票建设成为
享誉辽西、独具魅力的文化旅游名城、
绿色发展高地、生态宜居家园。

——北票市委书记张秀军日前
在市委八届七次全体会议上如是说

本报记者 张 辉 整理

把文化旅游优势变成经济发展动能

这是一方希望的土地。将文
化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产业优势，辐射带动各项事业
加快发展。

北票坐拥悠久的人文历史资
源、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发展文
化旅游得天独厚。

最枯燥的数字，仍是最富有
说服力的表述手段。2019 年上
半年，北票全市上下认真落实

“161”工程战略部署，按照抢资
金、抢项目、抢时间“三抢”要求，
全力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各项
经济指标实现了开门红；招商引
资、“飞地经济”力度进一步加大，
签约项目39个，引进“飞地项目”
19 个，全市新开工项目达 38 个；

“六大巨型企业”发展迅猛，1 亿
只肉鸡屠宰加工项目已开工建
设，广东温氏 100 万头生猪屠宰
加工项目已签约落地，打造百亿
农产品加工园区已具备了条件。
大黑山旅游公司预计年内接待游
客20万人，门票收入实现3000万
元以上。

在这一方清秀的土地上，一
座生态宜居的新城正在崛起。

活力四射之城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秋高
气爽，约上三五知己，带着亲朋好
友，来天鹅湖游玩、赏秋，已经成为
北票人的一种休闲方式。天鹅湖景
区如今已经成为北票一张亮丽的名
片，如同天鹅张开翅膀，向游人展示
自己独特的魅力。

天鹅湖景区位于北票南部，依
托白石水库修建而形成的大片湿
地，长满了芦苇等各种水生植物，
面积达 90 平方公里，为东北亚候
鸟迁徙路线中的重要栖息地，每年
约 有 400 万 只 候 鸟 经 此 路 线 迁
徙。春秋两季在水库区域停歇的
候鸟约为 5 万只，高峰期可达 10 万
只以上。近年来，飞临北票停歇的
天鹅数量逐年递增，达近万只，成
为我省最大的天鹅迁徙停歇地。
湿地观鸟游年接待游客量达 50 万
人次，成为北票独特亮丽的旅游名

片。
境内的康家屯商周古石城遗址

是我国北方首次大规模发掘的夏家
店下层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
发现之一；被誉为蒙古族“曹雪芹”
的蒙古族文学巨匠、史学家、思想
家、诗人和画家尹湛纳希就出生在
这里。燕湖八景、农家大院、田间采
摘园、蒙古族特色农家乐，使旅游体
验更加丰富。

天鹅湖景区项目以丰厚的自然、
人文景观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展
示了良好的旅游开发前景，已列入国
家发改委12个PPP东北振兴示范推
进项目之一，项目总投资近百亿元，
整体规划范围1236平方公里。北票
将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将这里打
造成集生态康养、滨湖休闲、田园度
假、养老养生、户外运动等于一体的
体验型生态旅游目的地。

天鹅湖景区成为理想观鸟地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9 月
24 日，记者从北票市旅游部门获
悉，大黑山风景区如今正浓墨重彩
忙“梳妆”，欲用两至三年时间精心
打造成5A级旅游景区。目前，冰雪
世界、玻璃吊桥、玻璃钢架桥以及
5A 级旅游景区提升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大黑山现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和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位于北
票市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
旗交界，距北票市区 30 公里，是一
处以奇峰怪石、北国森林、杏鹃花
果、冰瀑温泉、红亭碑刻、野生动物
等为特色的山岳型森林休闲旅游景
区。现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并进入全省

12 个重点发展的旅游温泉小镇行
列。

2015 年至今，景区由江西三清
山日上企业集团投资开发建设，项
目 总 投 资 3.7 亿 元 ，总 建 设 面 积
29.4 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共完成
投资2.75亿元，国内首条4500延长
米无障碍环山游览栈道、省内最
长、最先进的 2200 延长米客运观
光索道、5000米高山游览观光木栈
道、100 米悬空玻璃栈道、2.5 万平
方米生态停车场、2300平方米游客
服务中心、西游仙境和五月冰服务
区等项目建完并正式投入使用。
2018 年接待游客近 20 万人次，成
为朝阳市首个门票收入超 1000 万
元、综合收入超 2000 万元的山岳
观光休闲型景区。

大黑山争创5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近
日，记者走进北票市台吉镇东台吉
村，干净整洁的街巷、秀美端庄的房
舍、俊秀挺拔的街道树、雅韵悠长的
文化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
象。在村民李庆银家门口，女主人郭
桂兰正在打扫卫生。透过大门看到，
院里也是特别整洁。“实施垃圾分类
后，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不收拾一
下，心里都过意不去。”郭桂兰一边清
扫垃圾一边说。“大伙儿按照‘五指分
类法’，该烧的烧，该沤粪的沤粪，能卖
钱的卖钱，建筑垃圾送到指定地点，有

害垃圾等着统一回收，都挺自觉。”
据了解，自北票实施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以来，台吉镇紧
紧围绕舆论宣传、卫生整治、试点打
样、强化管理和村民行为养成五个
方面做功发力，对全镇19条主要街
路和路两侧 1500 户居民施行垃圾
分类减量处理工作，实现了环境卫
生整治常态化、制度化运行。2017
年，东台吉村荣获“全国环境整治示
范村”荣誉称号。2018年美丽乡村
建设考核中，东台吉村位列北票市
252个行政村第一名。

台吉镇环境卫生治理常态化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9 月
21日，北票市马友营乡泉涌山风景
区里热闹非凡，摘枣、采梨、刨地瓜，
游人尽情享受醉人的秋景，体会秋
收的快乐。据介绍，此次“赏秋游”
活动将持续到 10 月 7 日，由景区与
该乡小勿兰村白云扶贫果园联合开
展，采摘的收入将有一部分用于慰
问当地贫困户。

据了解，该景区始建于 2006
年，2015年正式对外营业。经过十
几年的景观建设和民俗文化保护发
掘，泉涌山风景区已成为一处新兴
的蒙古族风情旅游、休闲运动度假
区。2016 年通过国家 AAA 级景区
评定，2018年通过辽宁省体育产业
示范基地验收。2018年开始，该景

区根据自身的环境和当地民风民俗
建设了“东蒙民俗文化风情园”“自
驾游房车营地”。东蒙民俗文化风
情园一期建设投资480万元，已经完
工。一期建设完成了吉祥敖包重
建、风情园广场、左右军营，二期将
建设成吉思汗宫一座，预算投资
500 万元，计划 2020 年末竣工。自
驾游房车营地一期投资 200 万元，
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一期建设
营地房车4台、水电桩13处、自驾游
停车位 13 处、露营位 13 处，现在即
将完工，今年争取通过国家级房车
营地的验收。

依托以上项目的拓展，风景区
截至今年9月初，已接待游客4万余
人次，接待旅游团500余次。

山乡景区举办“赏秋游”活动

凉水河生态湿地地处白石水库
上游西段，北起北票五间房镇，东南
与天鹅湖旅游区接壤。旅游区总面
积 3750 公顷，其中，湿地总面积为
2625公顷，旅游区主体位于凉水河蒙
古族乡内。经精心打造，现已形成集
经典风景、历史文化、生态环保、城市
活动、文化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
中央公园。景区外湖水浩渺，原野广
袤，景区内荷苑飘香，曲桥蜿蜒，芦荡

深深，百鸟齐鸣。水域景观丰富，沼
泽、滩涂、水面、潭池星罗棋布，景色
壮观。2.2万平方米的荷花池，成为
辽西最大的观赏荷花地。10公里的
湿地生态景观廊道有天鹅、红嘴鸥、
白鹭、苍鹭、鸳鸯和野鸭子等90多种
鸟类在此栖息，成为人们观鸟的最佳
选择地。

本报记者 张 辉 文
张卫东 摄

凉水河生态湿地成候鸟乐园

北票时讯SHIXUN

图说 TUSHUO

今日声音SHENGYIN

有吃头 有看头 有玩头 有说头

北票聚焦特色打造文化旅游新品牌
本报记者 张 辉

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一亿年前中
华龙鸟，5000年前红山女神，1000年前
三燕发祥地……这座城市魅力四射。

北票位于辽宁西部，它有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考古发掘和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北票就有人类居住和活动，新石器时
代，这里是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区
域。有文字记载以来，在这片热土上，
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历史典故和历
史人物传奇。

北票人文历史深邃厚重。历史上
曾有五代皇帝在这里执掌朝政，丫台
山店后山遗址文明光耀神州，三燕文
化在这里发祥，辽文化与蒙汉文化在
这里交融。喇嘛洞鲜卑墓群、康家屯
古石城遗址分别被列为1996年、1998
年国家十大考古发现。金步摇、鸭形
玻璃注等馆藏文物，生动展示北票辉
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厚重的文化底蕴与远古的生命色
泽交相辉映，慕容皝、冯跋等历史名人
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从尹湛纳希的青
史演义到玛拉沁夫的草原情结；从泼
墨丹青的艺术天地到多姿多彩的民间
艺术，无不昭示出北票人精心构思、潜
心设计的人文精神的绚美。北票作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辽宁省群
众文化艺术（书法）基地”“辽宁省‘七
个一百’群众文化基地”正在焕发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勃勃生机。

铭记煤城文化，成为独一无二的
存在。“亚洲第一千米竖井”、京奉铁路
关外段遗迹、三宝火车站等煤炭工业
遗址，建设煤城广场，展示工业发展历
程，留住百年煤城印记，让“开放、合
作、团结、自强”的煤城精神在北票大
地永葆生机、薪火相传。

北票还是传承红色文化的阵地。
以辽西第一党支部纪念馆、日伪时期
矿工斗争纪念馆和韩麟符、栾天林、乌
兰等革命英烈纪念馆为重点，打造红
色文化旅游，系统展示冀热辽人民革
命斗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这些都是北票历史文化的宝库，
是北票旅游开发的潜质资源，也是中
国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积
存。为此，北票聚焦特色，发挥优势，
做好文化保护、整理、传承和发展的文
章，为旅游发展注入文化之魂，以深厚
的历史文化为依托，打造完美的塞外
文化名城旅游。

文化魅力之城

这是一方灵性的土地，“德耀
北票，人文川州”，让每一个人都成
为北票文化旅游的“代言人”，宣传
推介北票的“活名片”。

他们深入推进“德耀北票·人
文川州”行动，围绕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精心
设计了“在职党员进社区”“建设好
人榜和善行义举榜”“遵守公序良
俗”“弘扬家国情怀”等 60 项行动载
体，精心组织了“德耀北票·人文川
州”广场艺术节、主题征文、主题演
讲、主题演唱会等活动。扎实开展

“一十百千万”活动，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作用，引导党风民风向
善向上。每月 5 日为道德活动日，
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围绕清理
生活垃圾、植树护绿、联系贫困户
等主题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组建
了县级领导干部、科级领导干部
和道德模范 3 个宣讲团，开展道德
巡讲“六进”活动。组织开展“万张
幸福笑脸在川州”随手拍活动，用
镜头记录川州儿女在建设家乡过
程中的幸福瞬间。成功打造“川州
之夏”广场文化节、农民春晚、万人
广场舞等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得到
群众广泛参与，深受社会各界欢迎

和好评。
在农村，他们以村规民约为抓

手，大力弘扬尊祖尚礼、勤俭持家、
守望相助等传统美德，让文明乡
风 、良 好 家 风 、淳 朴 民 风 传 承 致
远。在社区以志愿服务为载体，不
断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切实为居民
解难题、办实事，增强群众的归属
感、满意度，建设和谐幸福家园。

同时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大力
弘扬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培养树立积极、健康、向上的企
业文化，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服
务社会的新风尚在北票蔚然成风。

文明和谐之城

这是一方清秀的土地，北票人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使这里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

他们把绿色生态注入文化旅游
之中，坚持见缝插绿、见空栽绿，在路
旁、河旁、村旁、房前屋后多栽树、多
养树。打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地
域之间的界限，全力打造绿色城市、
绿色村镇、绿色通道、绿色屏障，实现
城乡绿化一体化大格局。该市将利用

3至5年的时间，围绕着大黑山—东官
河—凉水河—天鹅湖生态景观经济
带、城市周边、九大河流等重点领域栽
成树、栽大苗，即栽成景，尽快成林。
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46.62%，草
原覆被度达61%。

生态文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受
益。北票市牢牢抓住“千村美丽、万
村整洁”行动不放松，加快构建以志
愿服务为核心的环境整治常态化机
制，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六大员”、志

愿者、“村规民约”作用，清理垃圾废
物，让城乡环境长期保持干净整洁。
狠抓“河长制”落实，加强“九大河流”
综合治理。

在城市建设上，立足补齐城市基
础设施短板，持续加大投入，实施道路
两侧硬覆盖、供热管网改造、街路亮化
等市政工程。以“标准化、智能化、便
利化”为导向，以“厕所革命”和“四好
农村路”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提升文化
旅游基础设施水平。

生态宜居之城

这是一方舒适的土地，在这里有
吃头、有看头、有玩头、有买头、有说
头，让人们流连忘返，尽兴而归。

“上山赏杜鹃、下山洗温泉”，国
家４A 级大黑山旅游景区被誉为“辽
西绿岛、生命之源”。目前已建成全国
首条4500米无障碍游步道、2200米观
光索道和木栈道、110米玻璃栈道，可
以纵览大黑山最漂亮的风光。

天鹅湖景区三面环水，景色宜人，
为中国北方最大湿地保护区，每年春

秋两季，数以万计的白天鹅、赤麻鸭等
候鸟迁徙驻足，吸引了大量域内外游
客和摄影爱好者来此观光采风。

白石水库是辽宁省第三大水库，白
石景区素有“关外第一漂”之称，来这里
最精彩的是品尝全鱼宴，满足了人们对
鱼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的所有想象。

北票是世界化石之都，被誉为“行
走在化石上的城市”。迄今为止已发
现的中华龙鸟化石，为恐龙向鸟类演
变找到了实物证据；辽宁古果化石验

证了裸子植物向被子植物的演化。正
在建设中的四合屯古生物化石博物
馆，集科研科普、爱国主义教育、休闲
旅游、户外运动、疗养于一身。

这里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北票
战国红玛瑙被称为“先秦时代的赤玉，
玛瑙中的君子”，精美绝伦。这里的红
山玉、树化玉与战国红一起，经过人工
雕琢，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城区内的

“毓水文化街”是辽宁省首批特色旅游
商品购物街。

旅游休闲之城

北票，素有“乌金之埠、黄金之邦、铁石之域、玛瑙之乡”之称。北票市紧紧围绕优势
旅游资源，以“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北票”为目标，以重点景区为龙头，以项目建设为
牵动，以乡村旅游为支撑，着力打造“一核两带三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作为我省全域旅游创建重点县市，北票现有国家A级以上景区8处，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2处。2018年，北票市旅游收入实现28.14亿元 ，同比增长13.5%；接待域内外游客416.3
万人次，同比增长12.7%。

如今，一座生态宜居、创新宜业、低碳宜游的山水新城正在这里强势崛起……

进入秋季，大黑山旅游风景区层林尽染。 官全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