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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五颜六色的小风车随风转动，
游客们随着动感的音乐，荡起网红
秋千，欢声笑语响彻山谷……9月26
日，秋高气爽，位于灯塔市西大窑镇
西大窑村的从前漫花谷景区，来自
鞍山、本溪、丹东等地的游客停下脚
步，享受花谷里的慢时光。

进入 9 月，刚刚投入运营的从
前漫花谷景区，成为辽阳及周边游
客争相打卡地。作为辽阳重点旅游
项目，从前漫花谷景区于 2020 年 12
月初兴建，计划投资 1000 万元。一
期投入500万元，现已投入运营。

灯塔市旅游项目建设势头强
劲。全长 56.8公里、总投资 1.2亿元
的燕州风景区燕滨路工程建设预计
今年年底竣工，投资 2000 万元的太
阳谷庄园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项目，现已全面竣工……

既有新项目的上马，也有老景
区（点）的升级。灯塔市十分重视对
A级景区的培育，指导各景区（点）提
质升级。按照国家 A级景区的标准
完善基础设施，加强软硬件建设，不
断提升旅游服务功能，提高旅游接
待水平。截至目前，葛西河生态走
廊被认定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辽峰小镇休闲农业旅游区被认定为
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佟二堡国际
皮草购物旅游区成功晋升为国家4A
级购物旅游区；太阳谷庄园景区被

认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乡村旅游成为新热点。灯塔市

注重培育、推介旅游特色商品，28种
旅游特色商品中，有 10 种被认定为
辽阳旅游特色商品。从 2017 年开
始，灯塔市开展了星级农家乐、普通
农家乐饭店的竞赛评比活动，被认定
为省五星级农家乐1家、省四星级农
家乐2家、省三星级农家乐3家。目
前，灯塔市共评出西大窑镇官屯村
等10个全市乡村旅游示范村和5个
全市乡村旅游特色村，有2个村被认

定为辽宁省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有
2个乡镇被认定为辽宁省乡村旅游示
范镇。

宣传推介持续发力。灯塔市充
分挖掘省内外的旅游资源，积极为
旅游企业和各地旅游商合作牵线搭
桥。目前，佟二堡国际皮草购物旅
游区已和省内外近百家旅行社签订
了合作协议，辽峰小镇8家农事企业
已同省内外57家旅行社签订了旅游
观光、餐饮住宿、水果采摘、亲子娱
乐等合同。

项目齐头并进 景区提档升级

本报讯 拿出绣花般的功夫，用
细心、耐心、巧心，打造安全、干净、整
洁、有序的高品位小区，绣出城市新
品质……9月 25日，灯塔市物业服务
中心以“治理小区公共环境，共建美
好家园”为主题，开展环境大整治，重
点整治小区杂草、小招贴广告、废弃
物、生活垃圾、私搭乱建乱种等，小区
面貌焕然一新。

整治交通秩序、清理违规占道经
营、完善市政设施建设……连日来，
灯塔市按照“城市管理年”活动方案
安排部署，迅速行动，抓紧落实，各项
整治工作已初见成效。

“以人为本，让人民满意”一直是
灯塔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此次灯塔市“城市管理年”着

眼于群众更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强化
管理，开展的重点整治行动包括10项
内容：强化城市精准规划问题整治，
加强交通秩序整治，加强违规占道经
营问题整治，加强违法建设问题整
治，完善市政设施建设，加强垃圾分
类、清运治理问题整治，加强城市绿
化建设管理，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及管
理水平，加强文明施工问题整治和完
善智慧城市一体化运行基础。

各单位领到任务后，按照会议精
神和分工情况，立即着手实施。灯塔
市城乡管理服务中心组织近 20 人的
专业队伍，对城区绿化区域开展彻底
修剪和整理，为城市彻底梳妆清洗；
灯塔市城乡执法大队组织4支执法队
伍，深入到城区和各乡镇，全面整治

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私搭乱建等行
为；灯塔市住建局围绕百姓关注的市
政管网和道路建设，动真情、办实事，抢
抓工期、抓紧施工……各项整治工作
有条不紊、深入实施，已初见成效。

在违规占道经营问题整治中，灯
塔市加强了建设街、校园周边、商场
周边等重点区域整治力度，共清理占
道经营行为1000余起；清理店外堆放
行为 500 余起，道路两侧乱堆乱放
106 处；清理占用停车位物品 410 余
件，暂扣100余件，整治乱停乱放车辆
80余辆。

在违法建设问题整治中，灯塔市
营造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良好氛围，共拆除违法建
设 16 处，面积 730 余平方米；清理占

用绿地堆放杂物34处；取缔非法停车
场1处，面积300余平方米；清理私种
菜园10处，面积150余平方米。

灯塔市还加强市政设施建设，开
展垃圾分类、清运治理问题整治。在
城区清理点位 453 处；在乡镇清理卫
生死角 353 处，清理垃圾 2476 吨，清
理“三堆”38个；清理整顿农村集市 9
个，城乡卫生水平明显提升。

为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及管理水
平，灯塔市投资340万元的2021年市
区主次干道维修项目已完成；大市
场、少年宫、新华、城关 4个片区基础
设施部分完成投资 738.7 万元；楼本
体完成外墙保温7200平方米，外墙涂
料使用 3132 平方米；投入 433 万元，
完成部分小区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

着眼于群众更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强化管理

灯塔用细心耐心“绣”出城市新面貌

采摘、打包、装箱……金秋时
节，在灯塔市柳条寨镇辽峰葡萄核
心种植基地，农民们忙个不停。

“果粒大而整齐，最大果粒可达
20克以上，充分成熟，含糖量在20%
以上，味甜酸少，口感极佳。”说起辽
峰葡萄的特质，赵铁英露出了舒展
的笑容。

在灯塔市，“葡萄大王”“辽峰之
父”赵铁英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远
近闻名。今年已经70岁的赵铁英，
每天都是早早走出家门，穿梭于葡
萄大棚间，查看长势。作为辽峰葡
萄的研发人，多年来他致力于辽峰
葡萄栽培技术研究和品种推广，带
动乡亲共同致富。

十里八村的种植户时常带着葡
萄种植问题来找赵铁英咨询，他总
是手把手地教。为了更好地进行现
场指导，这位古稀老人经常骑着电
动车奔行在乡村小路上。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细心
的赵铁英在巨峰葡萄园中发现一个
变异单株，这株葡萄长势旺盛、果粒
大，与其他植株相比呈现出明显的
个性特征。他如获至宝，利用这株
葡萄繁育种苗，经过8年精心选育形
成了一个新的葡萄品种。2007年，
这一新品种通过了省种子管理局组

织的专家组鉴定并注册备案，正式
命名为“辽峰”，赵铁英也因此成为
省内以普通农民身份做葡萄品种培
育的第一人。他所培育的葡萄多次在
省级以上的果品评比中获金银奖。

自己致富了，身为老党员的赵
铁英又把普惠果农当成了责任和义
务。面对众多乡亲，他无私传授葡
萄栽培及冷贮技术，每年接待前来
参观学习的有逾千人次。他还把辽
峰葡萄选育与配套优质高效栽培技
术印成“辽峰葡萄栽培要点”小册
子，对广大种植户进行义务培训，每
年组织免费培训不下20次，培训人
员逾4000人，使众多果农在栽培辽
峰葡萄时少走弯路，在最短的时间
内取得良好收益。

如今，辽峰葡萄不但在灯塔市作
为优势特色产业进行种植推广，而且
在全国各地都有栽植，并获得良好收
益，成为辽阳农业的一张金名片。

在赵铁英的带动下，柳条寨镇
葡萄种植已达 8000 亩，形成 9 个生
产专业村，年人均增收达 2000 元。

“我的梦想就是让更多果农靠‘辽
峰’致富，让更多人品尝到高品质的
辽峰葡萄。为此我会一如既往地担
当起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虽已届古
稀之年，但赵铁英志气不减。

古稀老人的“辽峰梦”

本报讯 葡萄飘香的季节里，
灯塔市辽峰小镇喜获全国十个示范
园区之一的“乡村振兴示范园”称
号。在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
任杨雄年与省农业科学院领导一起
将“乡村振兴示范园”的荣誉牌匾授
予辽峰小镇的当天，灯塔市政府与
省农业科学院签约全国农业科技现
代化先行县共建项目。

在乡村振兴示范园建设中，灯
塔市将农业科技示范、技术革新、新
主体“双创”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作为工作重点，明确产业规划、
试验示范、基地建设、人才培训等共
建任务，成功引进 9 家重点农事企
业，年产辽峰葡萄、南北方精品水果
和蔬菜85万公斤，已成为东北地区
南果北移和名优水果反季生产基
地，辽峰葡萄等一批特色农业产业
享誉省内外。今后，灯塔市将充分
发挥示范园引领作用，积极与省农
业科学院合作，构筑共赢平台，合力
破解农业科技发展的技术瓶颈，争
做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典范。

辽峰小镇
获评“乡村振兴示范园”

本报讯 近日，辽阳市举行首
个信用乡镇授牌仪式，灯塔市沈旦
堡镇成为辽阳首个“信用镇”。

沈旦堡镇下辖 16 个行政村，
3.4 万人口，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
主。2017 年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
来，邮储银行辽阳市分行在中国人
民银行辽阳市中心支行的指导下，
紧密联系地方政府，坚守服务“三
农”战略定位，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沈旦堡镇后古城子村被邮
储银行评为首个信用村。经过4年
的信用体系建设，沈旦堡镇16个行
政村，全部被评为信用村，评定信用
户590户，累计发放贷款1.15亿元，
将普惠金融服务落到实处，助推了
当地经济发展。

据悉，沈旦堡镇成为“信用镇”后，
最受益的是信用户，信用户贷款时无
须担保，额度由5万元提高到20万元。

沈旦堡镇
成为辽阳首个“信用镇”

9月26日，辽阳市灯塔交警大队
民警正在西马峰镇西上岗子村为村
民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这是该交警
大队“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
讲活动的一个片段。

活动中，民警们分别走访各乡

镇村屯、农村集市，针对农村“一老
一小”群体安全乘坐交通工具等常
识进行普及，并结合典型案例宣传
农用车、电动车违法载人、酒驾醉
驾、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
害，引导村民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走进乡村宣讲交通安全

文化是旅游的
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

“有诗和远方，
更要留得住美丽的乡愁。”近
年来，辽阳灯塔市依托自然生
态、历史文化以及特色产业等
资源优势，高扬文旅融合的风
帆，奋楫前行，不断荡起秀美
的涟漪。“十三五”期间，灯塔
市旅游收入和接待国内旅游
人数逐年攀升，实现旅游总收
入 581 亿元，接待国内游客
2167万人次，直接吸纳旅游
从业人员3.5万人次，不断向
着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目标
迈进。

图说 TUSHUO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严佩鑫采写

走基层·人物篇 ZOUJICENG

文旅融合风帆劲
——灯塔市争创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纪实

葛西河畔郁郁葱葱，微风拂过，
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镜头定格瞬
间，让人不禁怦然心动；蜿蜒迂回的
燕州城承载着 2000 多年的风霜雨
雪，缓缓流动的水波，讲述着这座小
城的变迁；漫步朝鲜族民俗村灯塔
市大河南镇新光村，载歌载舞中，
品朝鲜族特色美食，享受惬意时
光……

9月的灯塔，正在徐徐展开一幅
幅属于秋的美丽画卷：灿烂、浪漫、
甜蜜、美好……

这得益于灯塔市高度重视旅游
工作，树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市
场”理念，以提升精品旅游景区（点）
为重点，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构
建旅游服务体系为目标，立足旅游
产业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与
全省旅游经济融合发展。目前，已
经形成了“一心、两带、三区、多点”
的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心：以灯塔城市文化生态旅
游为中心，依托葛西河生态走廊、高

公馆、小西湖和福之福森林果园精
心打造城市文化生态游。

两带：燕州城至胡巴什旅游观
光带和小小线（灯塔段）沿线旅游
观光带。燕州城至胡巴什旅游观
光带既有山、水、崖、洞旖旎秀丽的
自然风光，又有弥漫着古战场硝烟
的历史传说。分为燕州城片区、鸡
冠山片区和胡巴什片区。依托龟
山燕州山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资源优势和滨河路及其辐射
的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融入
太子河历史文化风光带，打造辽宁
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夏季避暑
养生度假胜地。小小线（灯塔段）
沿线旅游观光带西起五星镇千亩
海棠果园，东至柳河子镇太阳谷庄
园，以此作为灯塔发展全域旅游的
主阵地。西线依托葡萄产业资源
优 势 ，打 造“ 十 里 绿 色 采 摘 长
廊”。中线依托李兆麟故居，精心
打 造 省 红 色 旅 游 精 品 景 区 。 东
线 ，依 托 品 牌 酒 业—— 太 阳 谷 冰
酒，展现独具魅力的冰酒文化；依

托顺峰钢铁特有的资源优势，打造
工业旅游，展现别具匠心的“矿坑
文化”。

三区：佟二堡国际皮草购物旅
游区、辽峰小镇休闲农业旅游区和
燕州历史文化风景区。国家 4A 级
景区——佟二堡国际皮草购物旅游
区提炼厚重的皮草文化，提升服务
功能和品质，不断丰富旅游业态，
塑造“中国裘皮之都”新形象。辽
峰小镇休闲农业旅游区依托辽峰葡
萄产业，打造冬季赏花、四季采摘
精品。燕州历史文化风景区依托国
保级单位——燕州山城，将旖旎的
自然风光和弥漫着古战场硝烟的历
史相结合，精心打造辽宁省文化旅
游胜地。

多点：包括旅游农家乐、精品民
宿、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农业旅游观
光园、水果蔬菜采摘园、休闲垂钓园
和各类自然生态景点，这么多的旅
游业态和元素在旅游产业空间内呈
点状分布，为核心景区提供辅助和
补充功能。

布局发展空间 做强旅游产业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葛西河生态
走廊，整体设计体现了“满韵清风、
秀美灯塔”的主题，让古典艺术与现
代艺术完美结合。红色教育旅游新
地标——灯塔市党史美术馆、灯塔市
抗日史馆，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故居
和纪念馆，成为当地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基地，引导市民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看得见山清水秀，品得蔬果芳
香，可沉浸式体验历史文化遗存。灯
塔市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现有不可
移动文物总量为 91 处，包括古遗址
44 处、古墓葬20处、古建筑3处、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24 处。其
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灯塔市以创
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依托丰
厚的文旅资源，建立和完善观光、休闲、
采摘等综合性旅游产品体系，在项目、服
务、品牌、机制上求突破，实现融合发展，
推动旅游全域化、旅游品牌化、服务常态
化发展，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坚持规划先行。灯塔市编制、完
善全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和燕州风
景区、城南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专项规
划，并将旅游业发展规划纳入全市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出台《关于促
进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推
动旅游产业改革创新，科学发展。

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力度。灯塔市加大宣传推介
力度，进一步提升灯塔旅游品牌的知
名度。完善旅游产业链，全方位发展

“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加强
旅游人才培养，提升旅游服务功能，推
动全市旅游一体化发展。

突出旅游资源融合发展，凝聚全
域旅游发展新合力。近年来，灯塔市
整合开发旅游资源，以佟二堡镇、西大
窑镇和鸡冠山乡为重点，围绕佟二堡
皮草购物和燕州城、鸡冠山、葠窝水库
为一体的燕州风景区，打造国家级旅
游胜地。

开发乡村旅游，打造沈阳周边休
闲旅游特色名地。灯塔市加快推进辽
峰小镇和太阳谷小镇基础设施和特色
产业项目建设，再培育一批灯塔特色
鲜明的小镇。围绕新光村、高丽寨村、
后屯村等一批特色村寨，包装挖掘优
势，全力打造特色村寨旅游。

实施百园计划，展现灯塔全域观光
农业突出亮点。充分发挥各乡镇养殖、
种植、特色农业园区的优势，开发旅游
重点，包装旅游项目，培育农业观光区，
确保全市打造100个特色农业园区。

挖掘深厚底蕴
注入文化内涵

赵铁英（右）在辽峰葡萄核心种植基地指导农民标准化种植。

速览 SULAN

鸡冠山风光秀美，成为山水游的好去处。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严佩鑫摄

大河南镇新光朝鲜族民俗村载歌载舞开门迎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