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邑康养度假之旅：

★ 康养休闲度假一日游：龙女
景区→西河风光带→三合村→小埠
古村→四清湖风景区→万华岩→仙
岭湖

★ 林邑文化研学一日游：北湖
公园叉鱼亭（中国女排训练基地）→
义帝陵→苏仙岭→龙女景区

美丽乡村体验之旅：

★ 家庭亲子欢乐一日游：四清
湖山水农庄→三合水上度假乐园→
小埠绿心童乡→仰天湖高山草原

文化民俗古村之旅：

★ 古村民俗体验一日游 ：城
区→小埠古村→阳山古村→邓华将
军故居→村头村→陂副村→三合村

生态山水深氧之旅：

★ 生态山水富氧两日游：小埠
古村→月峰将军石→南溪竹海→仰天湖高
山草原→仰天巨佛→安源石林→永春梯
田→红花瀑布

★ 奇山异水自驾一日游： 城区→万华
岩→四清湖→宋家洞→七姊石→白石岭→
仙岭湖

白培生 李秉钧 唐文利 阮涛 廖昕

林中有座城，历史两千年。秦汉把名封，
文人把诗烹。 引来神仙翁，福气绕山峰。

林中有座城，山水生幽情。花开几千重，
脚步古村停。 美丽来相逢，开门把客迎。

……
9 月 23 日，在北湖区华塘镇三合古村，

2016 年湖南郴州首届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
即将在童谣、歌舞中拉开序幕。

为全力筹备好此次旅游节，北湖举全区
之力，扮靓城乡，使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的城市开启了新篇章，一幅全新的乡村
文明画卷徐徐展开在八方宾客面前！

区委书记蒋利民介绍，目前，北湖是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中国最美生
态休闲名区。全域旅游正引领该区在去年城
镇、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郴州市第一、
全省前列的基础上，继续阔步前行。

北湖山水灵秀、风景如画，概括来说可用
六个字来描述：雄、险、秀、幽、奇、绝。 有雄伟
的仰天巨佛、险峻的安源石林、辽阔的仰天湖
高山草原、幽深的福仙峡洞、美丽动人传说的
龙女温泉景区、 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
泪”的仰天湖高山湖泊、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
的中华百福大鼎、 充满浓郁民俗风情的小埠
古村，以及被誉为“百里画廊”的西河生态休
闲风光带。

不仅如此，北湖区位优越、交通便捷。 京
广高铁、京广铁路、京珠高速、107 国道纵贯
南北，厦蓉高速、郴州大道横穿东西，郴州北
湖机场也正在修建，早已融身长三角、珠三角
“一小时经济圈”。

“近年来，我们以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抓手， 充分发挥生态优势， 挖掘人文底
蕴，突出乡村特色，做好康养和休闲文章，着
力把北湖打造成湘粤赣省际最佳的‘生态观
光园、康养示范区、休闲度假目的地’。 ”蒋利
民说， 承办 2016 年湖南郴州首届美丽乡村
旅游文化节，是推进这项工作的难得契机。

他们紧跟国家全域旅游发展战略， 坚持
高起点规划、 高规格设计， 深度挖掘旅游资
源，打造极具个性魅力的旅游景区、景点。 并
聘请北京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编制
《北湖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5-2025）修
编》及仰天湖、西河风光带、仙岭温泉片区修
建性详规。

整个规划以“五大理念”和“全域旅游”为
指引，依托北湖区城市中心战略区位，构建以“山水田
园休闲城市”为主体，以仰天湖、西河风光带、乡村集群
为重点支撑的发展格局， 将北湖区打造成以休闲功能
为主导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围绕塑造“水月北湖、
康养百福”形象品牌，优化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创新开
发旅游产品内容，促进北湖旅游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北湖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性支柱产业，培育成北湖区富民强区、提升休闲生活品
质的民生产业。 ”蒋利民接受采访时说，“北湖是郴州市
中心城区，是郴州大十字城镇群‘心脏地带’，是湘南新
增长极的核心，发展重任在肩，以‘全域旅游’来破题，
其时、其势已成。 ”

摊开棋盘，如何落子？
北湖立足旅游发展现状，把握全域旅游发展大势，

以仰天湖、西河风光带等为重点，实施全域旅游、文化
引领、城乡统筹、区域联动五大战略，构建北湖区“一核
两带三区”的“123”全域旅游空间布局，即以中心城区
的旅游综合集散服务作为核心， 建西河旅游风情景观
带、仰天湖草原旅游发展带，并打造以西河为中心的滨
水运动休闲养生区，以小埠、三合等为中心的风情乡村
休闲体验区，以龙女温泉、四清湖、仙岭湖为中心的避
暑游乐休闲旅游区。

如此，就形成了中心城区功能集聚、分片区旅游结
构完善、区域优势互补、资源高效利用的全域、全景、全
时、全业、全民的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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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节会为动力，推进 18 个旅游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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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旅游手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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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五
年见成效”的总体部署，全力实施“全域旅
游”发展战略。 特别是围绕 2016 年湖南郴
州首届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的举办，该区确
定了 18 个节会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 16.8
亿元，通过项目建设助推北湖旅游产业大发
展。

“为抓好今年节会重点项目建设，我们
给每个项目明确了联系区级领导、 责任单
位、责任人和项目业主，明确了项目建设要
求，制定了奖补措施，并下发了具体实施方
案。 ”北湖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王洪灿表示，
为确保开幕式前项目全部完成，他们严格落
实“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
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制度，快节奏、满
负荷、高效率推进节会项目建设，确保项目
如期保质完成。

他们加大对龙女景区、 小埠南岭生态
城、仙岭温泉文化园、西河风光带等重点景
区的开发扶持力度， 引进了北京巅峰置业、
远大住工集团、奇瑞途居露营等旅游战略合
作伙伴，着力兴建绿心童乡、通途旅游汽车
营地等大型产业项目，提升北湖旅游业的辐
射带动能力。 同时，探索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模式，与小埠集团开展 PPP 合作，加快推进
小埠南岭生态城建设。

对乡村休闲旅游建设， 区里坚持特色
化、错位化发展思路，以郴州大道、南岭大
道、X090、郴仰公路为轴心，大力发展休闲
观光农业，充分利用乡村自然环境、田园景
观、农耕文化、古镇村落等资源，规划建设
“一心二园三带”（都市文化体验中心、城市
农业公园、农产品加工园、西河两型农
业经济带、民俗文化体验带、花果
生态经济带）的产业格局，重点建
设 30 家有规模、有特色的精品农
庄，创建北湖休闲农业旅游品牌。

为完善旅游要素， 北湖全力
推进厕所革命 3 年行动计划，今
年全区共申报新建旅游厕所 33
座， 按国家旅游厕所建设管理行
动指南要求， 目前已全部启动建
设；还启动了三合游客服务中心、
小埠南岭生态城游客服务中心、

生态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与市电
信、移动、联通等部门沟通协调，实施了西河
风光带、小埠、三合覆盖无线 WIFI 网络工
作，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目前，北湖龙女景区启动和完成了龙女
大道、柳毅大道、龙女寺广场和民俗文化园
等项目建设；仙岭温泉文化园启动了福泉大
道、五星大道和仙岭体育休闲公园等基础设
施建设；西河风光带产业布局、驿站改造等
项目及华塘大道等公路改造都已完成，进一
步增强了景区景点可进入性；爱尚三合绿色
庄园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和小埠
创建国家休闲度假社区等配
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

北湖还以“旅游 +”
为突破口， 大力推
进生态、文化、旅游
等业态融合发
展。 通过大力

推进“旅游 + 相关产业”结合发展，做好“天
赐华夏、别样郴州”、“水月北湖、休闲之都”
文章，促进旅游与相关产业结合发展。

如推进“旅游 + 特色文化”融合发展，
将北湖历史文化资源与城市建设、文化产业
发展和产业转型发展升级相结合；推进“旅
游 + 现代农业”和“旅游 + 美丽乡村”建设，
以郴州大道、南岭大道、X090、郴仰公路为
轴心，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充分利用乡
村自然环境、田园景观、农耕文化、古镇村落
等资源，创建北湖休闲农业旅游品牌。

该区以节会举办为抓手， 促进农业、现
代服务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实现北湖经
济、社会、生态、文化整体发展。

今年初，郴州市委、市政府确定美丽乡村旅游
文化节开幕式由北湖区承办后，该区高度重视，把
节会活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一件重大实事来
抓，专题研究，周密部署节会工作。

除了全力以赴抓好有关项目建设外， 他们精
心策划节会活动方案，自 3 月份以来，先后组织召
开了 4 次节会活动策划方案专家座谈会， 收集整
理全市各领域专家意见 40 多条。 明确了 2016 年
湖南郴州首届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的主会
场， 在该区爱尚三合绿色庄园举办， 主题定位为
“‘氧’生福地、‘玩’美北湖”。

据了解， 节会的开幕式将采用大屏幕电脑特
技、舞台特效、VR 全息影像等技术展示郴州厚重
的历史文明、 多彩的自然风光。 以北湖民间故事
“龙女与柳毅的爱情传说”为主线，依托浑然天成
的优美山水背景，结合现代声光电技术，以绚丽奇
幻的舞台效果， 集中展现郴州本土特色的人文风
情、自然风貌、乡土风俗，让人在耳目一新的视听
感受中品北湖风情、赏神奇山水。

届时，主会场所在地三合村的古树、古桥、古
河、古人、古戏台，将会带你真正体验一番原生态
的新农村； 由上百种玫瑰组成的中国最长的玫瑰
大道（3.6 公里）、向阳花海、“情投意合”浪漫广场、
“珠联璧合”婚庆广场、“百年好合”孝心广场和最
具趣味性、学习性的亲子农场，以及中国最大的海
啸海浪池（2.1 万平方米），将一一映入你的眼帘。

与此同时， 组织开展征集北湖旅游形象宣传
标语和北湖旅游形象 Logo 活动， 制定了北湖旅
游吉祥物、节会主题词专家约稿方案；派专人赴浙
江湖州等地考察学习了湖州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节
开幕式，并多方联系，为开幕式做技术支持筹备。

在此基础上， 该区拟制了开幕式活动策划方
案，并精心准备“开幕式北湖乡村风情展示”暖场
活动、“宴遇郴州”、“3D 全息影像演绎北湖文化历

史”大型表演等各大主题活动。
为营造浓厚节会氛围， 今年 8 月 29 日，2016

年湖南郴州首届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新闻发布会
在长沙召开， 发布节会有关活动及郴州乡村旅游
精品产品推介等情况， 引来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
注。

此外，结合实际，他们还设计推出了仰天湖禾
花鱼米丰收节、北湖山水摄影展、“点亮北湖”荧光
自驾车巡游、小埠绿心公社体验周四大主题活动。
按照简约精美、重在特色的思路，北湖区动员全区
人民当好东道主、办好旅游节、展示新北湖，积极
投入到旅游节的各项工作中来。

今年 9 月初， 系列活动之一的仰天湖禾花鱼
米丰收节引来国内外众多游客和媒体“围观”，提
前为首届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热身”。 特别是三
合古村花海摄影活动，相关图片在“新湖南”客户
端刊发后，一个多小时点击量就破 10 万；在新华
社手机客户端推出后，点击量累积近百万。

今年来，以节会为媒介，北湖扎实开展节会宣
传推介工作，以全区生态休闲旅游项目、特色旅游
资源、精品旅游线路为重点，策划了北湖乡村行、
微信看北湖、手机摄影作品征集等系列特色活动。

北湖区旅游局局长廖立新说， 区里立足客源
市场需求，围绕长株潭、珠三角和高铁沿线城市，
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草原避暑度假等适合周
末短途一日或两日休闲旅游产品。 着力包装好“郴
仰公路沿线游”、“西河游”、“温泉游”、“古村游”等
旅游路线，设计林邑康养度假之旅、美丽乡村体验
之旅、文化民俗古村之旅、生态山水深氧之旅等四
条主题特色体验游线，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仅三合
古村慕名而来的游客平均每天达 2000 多人次。

今年前 8 个月， 全区共接待游客 498.6 万人
次， 旅游综合收入 24.3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4.1%、14.8%。

【以节会为平台，展示“氧”生福地、“玩”美北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