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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机制 打造新环境 培育新业态

河北旅游业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保健
通过软硬件设施改造，河北省大大提高
了服务品质，提升了游客体验，把“京畿
福地·乐享河北”的品牌擦得更亮。

融合发展叫响品牌

今年以来，河北省全面推
动旅游管理、景区管理、旅游
投融资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
旅游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旅游业与农业结合，提高
农 业 产 品 附 加 值 ；与 文 化 结
合，促进传统文化传承，繁荣
文化市场；与体育结合，拓展
体育项目群众基础，延长产业
链条……融合发展为河北省
旅游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自从经过村口的环长城旅游公路
修通后，双休日来村里游玩的城里人比
过去增长了一倍多，不仅水果和山货好
卖了，村里 10 多户人家还经营起‘农家
乐’。我们估算了一下，到年底，进村游
客有望达到 20 万人次，全村人均增收两
万元左右。”河北秦皇岛市青龙县蟠桃峪
村农民刘乃吉高兴地对记者说。
刘乃吉道出了河北许许多多旅游区
农民的心声。目前，河北全域旅游已经
形成高速发展态势，通过发展旅游产业、
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已成为共识，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旅
游带来的
“红利”
。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2016 年初，河北省旅游局更名为河
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之后，从区市到旅
游重点县纷纷成立旅游委，旅游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在全省得以推进。发挥旅游
委的综合统筹和协调职能，充分激发和
调动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全省上下迅
速形成了加快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强大
合力。
“这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而是旅游
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由单一
的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转变为负责旅游
全行业改革发展、综合协调、产业促进、
公共服务、行业监管等职能的政府综合
部门，带来的是工作职能的增强和发展
理念的提升。”河北省旅游委主任那书晨
表示。
河北省旅游委重点推动全省 4A 级
以上景区建立“管委会+村镇+公司”管理
运营模式，形成景村共建、与脱贫攻坚相
结合的管理体制，野三坡、清西陵、广府
古城等一批景区改革已见成效。省旅游
委组织开展了对 20 家重点旅游景区的
体制改革专题调研，编制《旅游景区体制
机制改革》调研报告，同时制定下发《全
省旅游资产清查清理实施方案》，启动了
全省旅游资产清查清理工作。此外，河
北省旅游委积极指导推动各市、县建立
市场综合监管机制，旅游业正在由单一
行业管理向综合协调管理转变。

河北省进一步完善省市两级旅游委
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县级旅游综合管理
机构；加速重点景区管理运营模式改革；
在重点旅游市县推广“1+x”综合管理机
制等，旅游业体制机制改革，为河北建设
旅游强省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在此基础上，河北省旅游工作领导
小组配套出台了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建
设、乡村旅游提升与旅游精准扶贫、旅
游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旅游品牌建设、
旅游云数据平台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旅游服务质量全面提升、旅游人
才队伍建设等 8 个专项行动计划，形成
了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1+2+8”政策
支撑体系。
新机制促进河北旅游业重点项目投
资再创新高，全省在 2016 年共争取国家
旅游发展基金和旅游基础设施专项补助
资金近 9 亿元。全年实际完成旅游项目
投资 588.3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44.3%。

网络让旅游更红火
为了全面推进旅游基础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河北省将 2017 年确定为“全
省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年”，加
快补齐旅游发展“短板”，全面提速旅游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真正实现“乐享河
北”
。
在完善旅游产业公共服务中，河北
省重点推进包括旅游交通网、旅游服务
网、旅游互联网的
“三网”建设。
提升“快进慢游”旅游交通网，让游
客“进得来，出得去”。河北省加快旅游
公路建设，到 2020 年实现全省 5A 级景

一业一策

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高速公路全覆盖，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二级及以上公路
全覆盖；把太行山高速建成“太行山风景
大道”，推动北京轨道交通向廊坊、承德、
张家口延伸，支持沿海港口建设国际邮
轮和客运码头；构建全域旅游廊道，重点
建设坝上草原、千里太行、山水画廊、山
海花田等品牌风景道。
完善“便捷乐享”旅游服务网，让游
客获得最舒心的服务和环境。河北省加
快构建“中心城区—旅游城镇—旅游景
区（点）—服务驿站”旅游咨询集散服务
体系，推动各设区市和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单位建设游客集散中心，加大旅游
道路指示标牌覆盖，推进高速公路服务
区拓展旅游功能。同时，开展城镇、乡村
和道路沿线旅游环境整治行动，改善城
乡环境。
建设“智慧智能”旅游互联网，为旅
游插上智慧的“翅膀”。河北旅游大数据
中心和全省旅游云平台已经初步搭建完
成，正在加快建设市县两级旅游大数据
中心，搭建智慧旅游管理、智慧旅游营
销、智慧旅游服务等平台，实现旅游数据
统一采集、分析、计算、存储、维护和共享
运用。同时，大力支持开展智慧景区、智
慧酒店、智慧旅行社、智慧乡村、智慧园
区等旅游示范项目，打造与大众旅游时
代市场相适应的全域智慧旅游服务
体系。
通过网络体系建设，河北旅游产业
拓宽了投资渠道。今年前 7 个月，全省旅
游项目管理库入库项目 1504 个，投资规
模达 17581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额 623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85% 、166% 、107% 。

一企一策

徜徉在衡水湖畔的闾里古镇，国风
庭院别墅、汉风度假酒店鳞次栉比，
“孙
敬学堂·古私塾”里书声琅琅……这个古
镇以弘扬传统礼孝文化为主线，形成一
个集休闲、度假、娱乐和研学于一体的传
统古镇，迅速成为衡水湖畔的一颗闪亮
明珠。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城乡与风景园林
规划与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吕宁说，随
着大众旅游需求的提档升级，旅游产业
供给侧也应突破景区景点束缚，补齐单
一供给的“短板”，特别是补齐新业态、新
产品供给“短板”。河北省以“旅游+”为
抓手，大力推进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
丰富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旅游+特色文化。在河北省旅游业
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丰富厚重的文化
元素。以西柏坡红色圣地旅游区、八路
军 129 师太行堡垒旅游区、
冀东大钊故里
旅游区、保定抗战英雄旅游区、张家口国
防文化旅游区、
太行新愚公红色生态旅游
区为代表，
形成
“旅游+红色”
目的地；
以正
定古城、广府古城、暖泉古镇为代表，打
造“旅游+文化”精品项目；中国吴桥国际
杂技艺术节、张北草原音乐节等节庆活
动则成为“旅游+演艺”品牌……旅游与
特色文化融合，让河北省的旅游品牌更
加亮丽。
旅游+优势产业。河北省大力发展
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现代农业庄园，鼓
励发展具备旅游功能的创意农业、会展
农业、众筹农业、家庭农场、家庭牧场等
新型业态。依托开滦煤矿、唐山南湖、京
张铁路等工业遗址遗迹，开发工业遗产
主题公园、工业文化博物馆。中国长城
葡萄酒、君乐宝、衡水老白干等企业开发
了多种形式的工业旅游，辛集皮革城、香
河家具城、白沟箱包城等商贸购物基地
和物流集散中心则发展了购物旅游。旅
游与优势产业融合，让河北省的旅游产
业更加亮眼。
旅游+新生活方式。河北省大力发
展城市绿道、骑行公园等慢行系统，支持
建设旅游综合体、主题功能区、城市游憩
区等，完善都市旅游休闲产业。同时，将
中医药产业、中医文化、养生保健与旅游
业深度融合，建设一批中医药内涵丰富、
特色突出、辐射作用强的中医药健康旅
游示范区（基地）。发挥张承地缘优势，
大力发展体验型和观摩型冰雪旅游，打
造集冰雪艺术、冰雪体育、冰雪旅游、冰
雪娱乐为一体的世界知名体育旅游品
牌。旅游与新生活方式融合，让人们的
生活更加多彩。
发挥“旅游+”功能，河北省旅游业与
农业、工业、文化、体育、养老等产业融合
发展正在提速。
“旅游+”
不仅加出新业态、
新产品，
也加出了产业发展的新价值。
从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旅游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上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河北
旅游业发展已驶入快车道，去年接待海
内外游客 4.67 亿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
入 4654.5 亿 元 ，分 别 比 2015 年 增 长
25.5%和 35.6%。今年前 7 个月，共接待
海内外游客 2.41 亿人次，实现旅游业总
收 入 2372.68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23%和 29.84%。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李芙蓉

针对企业停产、部分主要产品产量下降造成的工业增速下
滑，甘肃省出台了“一业一策、一企一策、一事一议”工作方
案，按照企业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需求，靶向施策，更好发挥
政策的集成放大效应
根据工作方案，
甘肃将在全面落实现
有政策基础上，
按照企业发展形势和产业
发展需求，一事一议、靶向施策，
修订完善
已有政策，加强政策储备力度，结合实际
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更好发挥政策
的集成放大效应。
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方面，
甘肃省将
争取国家布局建设百万吨级对二甲苯等
项目，延伸工程塑料、精细化工、化工新材
料产业链；
有色行业将提高铜铝产品深加
工能力，发展高附加值稀土功能及应用材
料，推进电解铝产能
“等量置换”与跨区域
转移，加快煤电铝一体化发展；冶金行业

将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积极发展特种钢、
专用钢、特种合金材料、碳素材料，开发生
产石墨电极，超微孔炭砖，高导、长寿命、
耐腐蚀炭块，
新型铝用炭砖等。
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方面，
甘肃将积
极推进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实验区、
道地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中医药产业园
区、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以此
来增强医药产业创新能力，
使产业布局逐
步优化，
流通体系不断完善。对新材料产
业，甘肃将推进精密铜合金、高性能合金
材料、镍钴铜金属类、稀贵金属材料等产
业化，
加快发展特种橡胶、工程塑料、水性

为中原城市群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报道：日前，《河南省第一次
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公报》 正式对外发布。河南省测绘地
理信息局局长刘济宝介绍，地理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
战略产业，正迎来蓬勃发展的机遇。
历时 3 年，投入省财政资金 1.74 亿元，组织全省
19 家资质单位、1300 名技术人员，河南全面查清了全
省各类地理国情要素的现状和空间分布特征，掌握了全
省地理国情“家底”
。
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标准时点，河南省首次获得
了全省全覆盖、无缝隙、高精度的海量地理国情信息，
包括遥感影像、地形地貌、地表覆盖分类、地理国情要
素等多类型、多要素、多尺度数据成果，全面查清了河
南省“山水林田湖”等地表自然资源和人文要素的类
别、位置、范围、面积等，掌握了各要素的空间分布和
相互关系。在普查实施过程中，河南省始终坚持“边普
查、边监测、边应用”的原则，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保障
全省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记者注意到，以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域内的地表自然
和人文地理要素为内容，依据“有价值、可公布、受关
注、可获取”的原则，编制完成了核心区域基本地理国
情信息，从地理空间角度展现了核心区域地理国情要素
的分布状况与特征，为中原城市群建设提供保障服务与
数据支撑。
目前，河南基础地理信息资源不断丰富。覆盖全省
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年底前建成，各项技术指标位
居全国前列，并计划明年向社会提供高精度的定位服
务。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卫星测绘应用中心河南分中心
全面建成运行。“数字城市”建设覆盖全省所有省辖
市，郑州、平顶山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试点启动并
实施。
河南地理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和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初步同意将
“郑州地面信息港”试点项目纳入国家“天空地一体化
信息网络”重大专项，共同推进基于地理信息的数据共
建共享和社会化应用。

贵州构建生态家禽产业带
66 个贫困县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贵州省日前印
发 《发展生态家禽产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2017—2019 年）》，提出根据区域生态环境、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构建生态家禽产业带，形成完善的生态
家禽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实现 66 个贫困
县、20 个极贫乡镇全覆盖，带动精准脱贫 80 万人以
上，人均增收 3200 元以上。
根据 《方案》，贵州省将建设黔中禽 （蛋） 产业
带、黔西北乌骨鸡特色肉禽产业带等六大产业带；同时
围绕一批地方特色家禽品种，培育一批特色家禽产业基
地，形成一批重点乡镇、专业村。
《方案》 提出，要通过 3 年的努力，逐步形成种禽
繁育、生态养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等配套完善的生
态家禽产业体系，全省生态家禽年出栏量达到 3 亿羽，
禽蛋年产量 30 万吨，品种结构不断优化、产品品质不
断提高，生态家禽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针对品牌影响力不够的问题，贵州将根据现有发展
情况，重点培育打造一批区域品牌、公共品牌；同时培
育发展一批企业品牌，支持企业、合作社开展省级以上
名优品牌评选认定工作，力争到 2019 年底创建省级以
上名优品牌 20 个以上。
为实现上述目标，贵州省将统筹安排省级财政专项
资金，市、县将相应安排家禽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通过
“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多种形式，重点支持贫困地
区生态家禽产业发展。
对开展生态家禽养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贵州省还
将全面实施目标价格保险，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
务方式，加大对生态家禽产业的信贷投放。

广西“双千计划”助教育扩容提质
实现“三基本两提升一率先六达到”目标

一事一议

甘 肃 ：政 策“ 滴 灌 ”保 障 工 业 企 稳
今年以来，受停产企业不断增加、部
分重点产品质量下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大幅下滑等多种因素影响，甘肃省工业增
速持续下降，
总体形势异常严峻。
“7 月份全省有 329 户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占工作企业总数的
15.6%，比 6 月份增加 52 户，影响全省工
业累计增速下降 3.3 个百分点。”甘肃省
工信委主任臧秋华介绍说，今年 1 月份至
7 月份，甘肃省统计的 258 种产品中，有
128 种产品产量下降，占总量的 49.6%。
企业停产、部分主要产品产量下降成
为甘肃省 工业增速下滑 的两个主 要 原
因。为此，甘肃省政府出台了
“一业一策、
一企一策、一事一议”工作方案，
针对重点
产业、重点企业发展需要，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骨干企业提
质增效等方面，按照“一业一策、一企一
策”的要求，分门别类制定具体行动方案，
提出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推进机制和保
障措施。

河南挖掘地理信息产业潜能

聚氨酯树脂等先进高分子材料。
同时，为促进停产企业复产，甘肃省
将分析查找 329 户停产企业停产原因，制
定落实
“一企一策”措施，
指导和帮助企业
解决困难和问题，
促进具备条件的企业尽
快复产，
最大程度减小停产企业对工业经
济造成的影响。同时，
对当前正常生产的
企业定期排查，甘肃将掌握动态情况，对
产能发挥不足 75%的企业，及时分析查找
原因，指导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和困难，
千方百计避免生产企业停产。
此外，
臧秋华表示，
甘肃将把
“规下转
规上”作为促进工业止滑稳增的重要举
措，
坚持
“一企一策、一事一议”，
通过帮扶
现有规模以上困难企业
“保一批”
、推动企
业项目投产达标
“增一批”
、培育现有小微
企业发展“长一批”、支持新近退规企业
“返一批”
、筛查漏统工业企业
“补一批”等
“五个一批”，加强入规企业的运行监测，
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
指导企业填报相关
资料，
备齐入规手续，
及时纳入统计。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
教育厅日前发布消息，旨在振兴广西教育的“双千计
划”实施 3 年后全面完成，如期实现“三基本两提升一
率先六达到”的目标，有力推动了广西教育现代化
进程。
2014 年 2 月，广西决定启动实施“双千计划”，计
划用 3 年时间，筹措 1000 亿元以上资金，新建扩建
1000 所以上学校，解决广西教育总量不足问题。截至
今年 6 月，广西在教育振兴八大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1056.35 亿 元 ， 是 计 划 投 入 的 104% ； 启 动 新 建 学 校
1109 所，超额完成 99 所；改扩建学校超过 8000 所，
实施基础教育基建项目 21572 个，新增学位 88 万个，
提前实现“双千计划”目标。
随着新建学校的增加，孩子入学难，尤其是幼儿
“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在“双千计
划”中，一个重点是实施学前教育发展工程，支持每个
城区建设 1 至 3 所幼儿园、每个乡 （镇） 建设 1 所公办
中心幼儿园。2014 年以来，全区新建公办幼儿园 686
所，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1142 所，新增学位 23 万个，基
本实现每个乡镇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
与此同时，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不断增加。目前，全
区共有高中阶段教育学校 726 所，其中普通高中 450
所，中等职业学校 276 所。在校生 162 万人，专任教师
7.4 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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