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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凌源生态旅游资源富集，极具开
发潜力。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52.8%，
境内拥有全省面积最大的青龙河自然
保护区，是发展生态休闲旅游的绝佳
选择。金华山、大裂山、红石山、木兰
山蜿蜒起伏，大凌河、青龙河两条河流
贯穿凌源境内，“热水汤”地热温泉属
国家一类温泉，是全国八大著名温泉
之一，医养疗效闻名遐迩。境内有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
址1处，清代万祥寺、金代石拱桥等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8处；金代和辽代石
羊石虎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清
代清真寺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5
处。博物馆馆藏文物5000余件套，其
中珍贵文物471件。有世界级及国家
级非遗名录项目凌源皮影戏 1项，省
级非遗名录项目凌源高跷秧歌 1项，
市级名录项目凌源剪纸、凌源灯会、榆
州鼓乐等 8项，县级名录项目凌源刺

绣、凌源小吃制作技艺等10项。境内
拥有三十家子镇裂山梁村、沟门子镇
二安沟村、乌兰白镇十二官村、四官营
子镇小窝铺村等国家级传统村落 4
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正逐渐成为凌源旅游的新标识。

为扎实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和创建工作，凌源市成立了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领导小组，制定
出台并下发了《凌源市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实施方案》《凌源市创建
全域旅游示范区优惠政策》，实施全
域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对创建工
作进行任务分解，将特色村镇游和高
等级景区建设作为考评项目纳入考
核；召开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工作暨旅游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全市
文旅战役推进工作会议，旅游工作由
部门推动向党政统筹、上下协同、深
入推进的工作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凌源市按照2019年《政府工作报
告》安排以及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的指标要求，启动实施了《凌源市
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凌源市
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前期工作。

年初以来，凌源市积极推进高铁站
游客集散中心建设，该工程总用地面积
31795.77平方米，计划投资9414.59万
元。其中，游客集散中心工程占地面积
10890.34平方米，建筑面积2980平方
米，停车场占地面积9400.34平方米，投
资估算1801.52万元；牛河梁站站前广
场工程占地面积20905.43平方米，投资
估算7613.07万元。目前，牛河梁站站
前广场主体工程、游客集散中心工程中
的停车场已完工，剩余工程正在加紧推
进。凌源市实施旅游产业道路建设，包
括牛河梁高铁站到306线新建道路、改
建旅游产业大道，工程造价25586.92万
元，计划年内完工。

上下联动 实施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近年
来，凌源市精准发力，精准施策，深入
开展教育扶贫。2019年，凌源市全面
落实国家教育资助政策，共为2599名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发放救助金、生活
补助金等费用420.35万元；减免伙食
费、住宿费、行李费、校服费、课本费
等就学费用 635.9 万元，确保了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零负担就学，实现义务
教育阶段贫困学生无一人因贫辍学
的目标。

近年来，凌源市坚持“精准扶贫、
教育先行，教育扶贫、育人为本”的扶
贫理念，凌源市教育局重点围绕精

准助学和资助育人开展工作。教育
局资助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查询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村委会协助下深入走
访，准确掌握贫困学生情况。同时，
学生所在学校负责上报资助中心，资
助中心工作人员逐一核实后建立数
据库，做好精准资助的对接工作。年
初以来，教育局资助中心工作人员走
访了2599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了解
各自贫困状况，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全部得到资助。教育局资助中心
与市财政局协调，建立专门的账户，
用作对贫困学生的资金发放，构建了
全覆盖各个教育阶段贫困学生资助

保障体系。
年初以来，凌源市在确保财政性

资金投入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社会捐
资助学工作。凌源市组建了教育局资
助中心民企爱心帮扶团，由40名富有
实力的民营企业家组成。多年来，资
助中心社会捐资助学资金累计2736万
元，资助学生达24697人次。资助中心
充分挖掘内部资源，发挥学校自身潜
力，组织开展“手拉手，共擎一片蓝天”
等活动，协调城乡小学结对帮扶。

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扶贫工
作的同时，凌源市为考入高校的建档
立卡贫困大学生发放一次性补助金，

并深入开展助学贷款工作，帮助众多
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凌源市三道河
子镇白杖子村王雪是助学贷款的受益
者之一。早年，曾在凌源市实验中学
读书的王雪考上了大学，因家庭生活
困难，申请了助学贷款。在大学读书
期间，王雪每年都是一等奖学金获得
者。如今，王雪的父亲常常说是助学
贷款改变了王雪的人生命运。据介
绍，2019年，凌源市共为考入高校的建
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发放一次性补助金
47.1万元；办理生源地大学生助学贷
款 4018 人，贷款金额 2478.3 万元，确
保无一高考学生因贫弃学。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今
年年初以来，凌源市三家子蒙古族
乡全力打造“五好双强亿元乡”，用

“飞地项目”推动三家子乡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截至三季度末，
全乡全口径税收完成 1.1 亿元，财
政收入实现 5600 万元，预计年末
实现税收 1.4 亿元、财政收入 7500
万元。目前，三家子乡已经成为分
灶吃饭改革最大的受益者，计划再
用 1 年至 2 年时间，使全乡财政收
入稳步实现过亿目标。

三家子蒙古族乡紧紧依托资源
优势，围绕打造产值超20亿元的开
发区碳酸钙产业分园，共引进“飞地
经济”项目5个，分别是翅冀矿业活
性石灰分级项目、翅冀矿业扩能项
目、群利物流项目、国丰矿业机制沙
项目、佳鑫矿业大理石项目。同时，
落实老企业合资合作及升级改造项
目 1 个，为渤丰现代农业示范园与

山东寿光金达莱肥料有限公司合资
合作项目，投资 2424 万元，全年可
育苗 0.8 亿株，可生产水溶肥 600
吨，将建成东北最大的育苗基地、测
土配肥基地及无土栽培示范基地，
实现了基地提质升级。

三家子蒙古族乡紧盯村级集
体经济缺乏稳定性收入来源等问
题，一方面紧密围绕翅冀矿业、渤
丰示范园等现有企业，引导村集体
发展配套服务项目，促进歪脖杖子
等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实 现 较 快 增
长。另一方面，全力鼓励村级经济
自主经营，全乡村集体领办的合作
社达到 17 个，实现了全覆盖，并通
过公司入股、种植小杂粮、畜牧养
殖、养老托管中心、服装代加工等措
施，集体经济收入超10万元的达到
4个村、超过 5万元达到 12个村，基
本实现了村集体“有钱办事”的目
标，也增强了乡村治理能力。

“飞地经济”兴乡富民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10
月 10 日，“辽阳市教育科研管理者
能力提升跟岗实践活动”“渤海大
学教育实习基地”揭牌仪式同时在
凌源市实验小学举行。渤海大学
专家教授团队、优秀师范生、辽阳
县区科研主任等与凌源市有关学
校教师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了揭牌
仪式。

据介绍，凌源市实验小学被国
家列为“红领巾国学传承教育系列
活动”示范基地、国学经典教育联
盟校，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辽宁省文明校园、省思想道德
建设示范校、省课改示范校等多项
荣誉，省专家型校长郭秀艳工作室

被授予全国巾帼文明岗。今年 9
月 10 日，实验小学校长郭秀艳作
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的代
表光荣地参加了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10
月 10 日，渤海大学校方领导向实
验小学校长郭秀艳颁发了“渤海大
学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老
师”的聘书，双方代表共同为渤海
大学在该校设立的“渤海大学教育
基地”揭牌。与会人员一起观看了
由实验小学孩子表演的舞蹈《华韵
雄风》，现场观摩了实验小学教师
修文杰与孩子们所进行的《经典养
德·弟子规·非圣书》校本课程的完
整演示。

小学校长
当上了“研究生指导老师”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连
日来，省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应凌
源市科协邀请到凌源进行巡展。

科普大篷车先后来到宋杖子
镇范杖子小学、三道河子镇九年一
贯制学校、牛营子镇中心小学、河
坎子乡中心小学和凌源市逸夫小
学，共带来无人机、机器人、球幕影
院以及涉及光学、电磁学、声学、物
理学、数学等科学知识的集“知识
性、趣味性、科学性、互动性”为一
体的科普展品 20 余件，共有 3500
余名小学生参与活动。学生们被
科普大篷车的展品深深吸引，看着
从未见过的新奇科技设施，不放弃

每一个揭晓答案的机会，动手争抢
着实践，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实践
后，知晓原理的孩子们脸上瞬间露
出得意的笑容。当看到机器人翩
翩起舞的时候，孩子们兴奋地跟着
舞动起来。

走进球幕影院，不一样的观影
感觉让学生们兴奋不已，随着电影

《恐龙灭绝之谜》剧情的发展，孩子
们不时发出惊呼声。看着无人机
在空中飞舞，孩子们兴奋地和它招
手。有的孩子一边参观，一边用笔
记下每件展品的简要介绍。每当
巡展结束，孩子们都不舍大篷车离
开校园，希望它能多驻留一会儿。

省科技馆“科普大篷车”
开进凌源校园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连
日来，由凌源市本土剧作家王宇石
创作、丁坤担任导演的红色题材皮
影戏《烽火映山红》巡回演出在凌
源市三十家子镇北店村拉开序幕。

《烽火映山红》是一部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红色献礼剧，
以我军唯一的女特等战斗英雄、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百位

英 雄 模 范 人 物 之 一 、“ 现 代 花 木
兰”、三十家子镇北店村的女英雄
郭俊卿为题材，用皮影戏的艺术形
式，再现了烽火年代那可歌可泣的
英雄事迹和不朽传奇。据了解，有
关方下一步将把《烽火映山红》拍
摄成皮影电影，在更高的平台上展
示郭俊卿的英雄事迹，为打造“英
雄之城”地区名片贡献力量。

皮影戏《烽火映山红》巡回演出

近日，在全国民间皮影大会演
中，凌源皮影收获传统剧目表演奖
和最佳演唱奖两项殊荣。

凌源皮影是我国北方皮影戏
的一个重要支脉，凌源皮影的影卷
收藏十分丰富，经过几代人的收集
整理，现收藏影卷数量达到 300 多
部，3600 多册，3400 多万字。现存
最古老的影卷距今已有 200 多年
历史。凌源皮影坚持常年演出的

一级皮影班（社）有 9 个，还有 5 个
较为活跃的二级班（社），从业人员
有 500 多人，为凌源周边地区的百
姓带去文化大餐。作为地域文化
的重要品牌，凌源皮影声名远播，
今年 4 月，凌源皮影戏及振声影雕
被确定为省外宣精品项目，成为一
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图为凌源皮
影正在展演中。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皮影已成凌源的文化名片

挖掘资源 推进项目 升级品牌
——凌源全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侧记

本报记者 张 旭

凌源是第二
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
也是全国文化先

进县，它还是省旅游业发展
示范县、省森林城市。此外
凌源素有“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中国百合第一县”
之称。凌源现有国家级传统
村落4个，省级特色旅游乡
镇7个、旅游示范村12个。

年初以来，凌源市以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抓手，依托丰富旅游资
源，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实
施品牌战略提升，加快建设
北京的“后花园”和东北地
区休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年初以来，凌源市加快文化旅游
项目建设工作，投资 30 亿元的凌源
热水汤温泉旅游康养小镇、投资 10
亿元的凌源国际花卉集约式服务中
心、投资 3亿元的中国朝阳红山文化
旅游度假区牛河梁（高铁站）先导区、
投资1.2亿元的老虎沟生态旅游区等
一批大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开工建
设。截至目前，全市洽谈招商引资项
目8个，其中签订协议5个；文旅开复
工项目 10 个，其中新建项目 5 个，续
建项目 5 个；2019 年计划总投资 14.5
亿元。

推进温泉小镇建设。凌源市以
开发建设热水汤温泉旅游康养度假小
镇为核心，围绕养生养老、健康疗养、
文化旅游和运动休闲四大主导产业，
打造精品特色景区。小镇规划区总面
积25.29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7.2
平方公里，分为休闲度假区、健康疗养
区、乡村振兴综合拓展区。推进女神
宫汤泉城项目。该项目坐落于温泉小
镇的核心地带，一期总建筑面积5.3万
平方米，投资5亿元，由汤泉泡池、女
神宫水世界、女神宫酒店等部分组成，
今年2月已投入运营。2019年，女神
宫计划投资 2亿元建设二期工程，主
要项目为大型康养中心。

目前，凌源市正在积极推进中国
朝阳红山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该
项目由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
司、辽宁复兴文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15亿元，围绕
牛河梁红山遗址的文化、旅游、商贸
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5A级文化旅游景区。建设内容包括
牛河梁（高铁站）红山文化旅游先导
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核心景区、

热水汤温泉谷生态康养小镇等。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可接待游客 50 万
人次，年创综合产值8亿元。

按照“创新思路、招大引强”的工
作思路，凌源市找准资源优势切入点，
今年先后接待旅游投资商考察十余次，
签订框架协议5个。在资金投入上，凌
源市多元化投资文旅项目建设。一是
通过政府整合资金投入建设，如热水女
神宫、四官营子窝铺人家景区；二是通
过乡镇政府和村集体投资建设，如城
关街道九头山景区、四合当奈曼营子
蒙古族特色旅游景区、三家子龙轩谷
景区；三是域内民营企业出资建设，如
瓦房店鸡冠山风景区、大王杖子老虎
沟生态旅游景区；四是旅游部门向上
争取政策资金扶持投入建设。

老虎沟生态旅游景区、九头山景
区、鸡冠山风景区、东方罗曼园酒店
都在紧锣密鼓建设中。截至今年 9

月，老虎沟生态旅游景区打造生态休
闲区 4000 平方米，完成游客中心建
设，完成人工湖6个，登山栈道500延
长米；九头山景区观光台护坡绿化和
美化全部完成，荷花池正在建设中；
鸡冠山风景区完成景区道路建设 5
公里，建设采摘园 2 个，民宿 3 个；东
方罗曼园酒店客房主楼 12层和婚庆
会议裙楼 4 层主体已经完工。全市
在各级公路主干道设立旅游标识牌，
旅游公共服务功能得到优化提升。

目前，城关街道九头山景区、大
王杖子老虎沟景区、四合当奈曼营子
景区、奎胜店景区、前进青龙山景区、
河坎子冰雪大世界、三家子月华山景
区等形象进展迅速，已经具备游客接
待能力；地母寺景区、红石山景区、大
裂山景区因地制宜，吸引游客祈福观
光；天呈山庄、天凌野农业生态园立
足特色资源，打造共享农庄。

招商引资 推进重大文旅项目建设

凌源市把乡村旅游纳入“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台下发了《凌源市乡村旅游振兴战
略五年规划（2018-2022）》。凌源市充
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特色产业资源
优势，培育建设特色产业小镇。目前
全市70%的乡镇都有旅游项目，打造观
光休闲、度假采摘、养生体验等旅游产
品体系，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凌源市将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
俗文化等特色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丰
富文化内涵，提升景区品质，打造杨杖
子向东军谷、四官营子小窝铺红色文
化展览馆等红色旅游基地。凌源市利
用设施农业资源，打造葡萄小镇、设施
农业小镇，发展休闲采摘、农耕体验、
观光农业、乡村民宿等乡村游业态。

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促进旅
游与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以杨杖子镇
向东军谷综合旅游开发项目为代表，
打造培育集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红色文化教育、旅游观光、疗养度假为
一体的文化旅游产业。该项目计划投
资1.1亿元，已完成投资近7000万元。

凌源市利用设施农业产业特色，
促进旅游与农业融合发展。以宋杖子
镇百合小镇旅游开发项目为代表，该
项目以镇域特色农业为基础进行建
设，打造百合种植、设施农业、自然生
态、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旅游产业。项
目计划投资1.5亿元，已完成投资1亿
元，建成鲜花暖棚1000栋，建立“四季
源”“绿色农业展示厅”等乡村生态旅
游观光项目 6 个，农业景观带 3000 延
长米。在扩大规模的同时，狠抓提质
升级，大力推广鲜花种植技术，扩大了
市场份额，接长了产业链条，提高了种
植户的效益。今后，凌源市将重点加
强道路、环境治理、水电配套等基础
设施建设，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将
百合小镇打造成辽西初具规模的特
色小镇。同时，坚持把百合小镇旅游
开发和脱贫攻坚相结合，采取棚内务
工、入股分红等形式，带动贫困户稳
定脱贫。

凌源市通过片区化实现资源整
合、品牌提升。目前，凌源已完成牛河
梁高铁站冠名，助力城市品牌建设；青
龙河片区将沿途九个乡镇资源整合，
打造生态体验、红色文化游品牌；大凌
河片区将木兰山、九头山、大凌河观光
带资源整合，打造休闲观光游、考古体
验游品牌。此外，凌源市现已举办瓦
房店镇三家子村杏花节、四官营子镇
老杖子村苹果旅游节、窝铺人家盛夏
焰火节、小城子镇首届油菜花节、三家
子蒙古族乡文化旅游节，打造民俗节
庆品牌；培育开发皮影、剪纸、花卉、土
特产等文旅产品，打造知名度高的特
色产品品牌。凌源乡村生态旅游品牌
影响力正逐步提升。

挖掘资源
加快建设特色小镇

凌源义务教育阶段无一人因贫辍学
今年已发放救助、补助金420.35万元，减免就学费用635.9万元

图说 TUSHUO

速览 SULAN

青山绿水成为凌源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核心资源。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凌源百合成为发展特色产业、推进农业旅游的重要资源。（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