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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合办

丝路特刊

8 月 4 日上午，2017 西安丝绸之路国
际旅游博览会在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陕西省省长
胡和平、陕西省政协主席韩勇、孟加拉国
驻华大使法兹勒·卡里姆等中外嘉宾出
席，柬埔寨旅游部长唐坤、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执行主任祝善忠、陕西省副省长魏
增军致辞。

此次展会由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办，以“丝路合作·共享发展”为主题，
突出展示“国际一流文化旅游中心”形
象，为国内外旅游业者和广大民众搭建国
际化、专业化的展示、合作、交流、服务
平台。展会设 4 个展区，展馆面积 4 万平
方米，分别为陕西省及消费展区、国际及
外省市展区、温泉旅游展区、自驾游及房
车露营展区。

今年博览会着力突出三大重点：一是
放眼全球、接轨国际市场，既“迎进来”
又“走出去”，汇聚 32 个国家和地区、31
个省区市、500 多家专业化卖家和国际化
买家。二是展销精品、更好服务游客，分
享旅游发展最新理念、最新成果，温泉、
自驾等新业态、新产品独立成馆，营销更

精准、产品更优质。三是共建共享、聚焦
合作多赢，推动形成资源共享、信息共
享、市场共享的大协作格局，促进丝路旅
游和世界旅游繁荣发展。

2017年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
集中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旅游
产品和线路、国内重点旅游景区、地方
特色民族文化、旅游配套服务功能等。
本 次 丝 路 旅 博 会 ， 有 来 自 意 大 利 、 瑞
士、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 137 家展商参
会，占总参展商的 27%；有买家 103 个，
同比增长 40%，参展商和买家数量居历届
丝路旅博会之首，彰显了本届大会的国
际性。作为本届丝路旅博会的主宾国，
柬埔寨王国不仅在国际馆精心布置特色
展位，用洋溢异域风情的特色表演展现
独特的民族风情，还举办了“柬埔寨之
夜”活动，为中国和柬埔寨的联谊与交
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本届丝路旅博会组织开展了陕西重点
旅游项目签约、旅游商品现场促销、旅行
商洽谈合作等活动，为境内外旅行商提供
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为广大游客提供更
加丰富的旅游产品。本届丝路旅博会共开
展商务洽谈6000多场，签订合作协议近千
个，合作意向金额约47亿元。陕西旅游重
点项目共签约35个，合同 （协议） 金额达
284.91 亿元。展会期间，共接待专业观众
5000余人、公众7万余人次，成果丰硕；大
力促进了陕西省旅游市场的拓展，并将旅
游产品和线路开发扩展到教育、科技、农
业、装备制造业等领域，深入推进了产业
融合发展，受到国内外旅游业界一致好评。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药
协会、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甘肃中
医药大学、甘肃省陇药产业协会联
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张掖（西部药
都）陇药博览会中医药学术论坛，将
于 8月 24日至 27日在甘肃张掖市民
乐县中药材产业园举行。论坛以“健
康·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助力

“陇药”进一步走向世界，促进中药
材物流基地建设，推进中医药科研、
教育、产业、文化与对外交流合作的
全面发展。

“药乡”喜迎药博盛会

甘肃省是全国中药材主要产地
之一，素有“千年药乡”、“天然药库”
的美誉。今年2月，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发改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
批复甘肃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
综合试验区。为全力推进综合试验区
工作，“西部药都”之美誉落户张掖市
民乐县。

民乐县委书记杨君介绍，县里
将充分利用第一届中国·张掖（西部
药都）陇药博览会中医药学术论坛
在民乐举办的契机，大力弘扬中医
药文化，发展中医药产业，壮大陇药
品牌，打造以陇药为主体的招商引
资平台，进一步提升陇药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持续推动甘肃省中药材
产业发展壮大。

民乐县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

廊中段，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东段南线
之“咽喉”。民乐县土壤肥沃，黑土层
深厚，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加上祁
连山雪水灌溉，成为发展中药材的理
想之地。

民乐县县长李作明介绍，县里所
产板蓝根、大黄、甘草、红花、柴胡等5
个样品，经甘肃省药品检验所化验，大
部分品种浸出物含量高出药典标准1
倍以上；生产的甘草，甜素含量高、品
质优；种植的党参浸出物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21.9%，达到 76.9%；种植的黄
芪，药用价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
年，民乐县被列为甘肃省河西地区唯
一一个“中药材种植主产县”；2010年
被甘肃省农牧厅确定为“全省中药材
标准化生产示范县”；2012年被中国特

产之乡推荐及宣传活动组委会授予
“中国板蓝根之乡”称号。

届时，将有来自安徽亳州、河北
安国、广西玉林、甘肃陇西等地区的
300 多家企业汇聚民乐县，共商陇药
发展大计。截至目前，已邀请相关单
位负责人及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打造优质产业链条

张掖市在中药材产业发展方面
深耕细作，逐步扩大了中药材标准化
基地，种植面积逐年增加，现已突破
40万亩，年产量达10万吨；其中以板
蓝根、黄芪、当归、党参为主的中药材
标准化生产面积达 25 万亩，标准化
生产率达到 62.8%。张掖健全中药材
产业化体系，投资1.26亿元建成了集
孵化、咨询、电商、投融资等为一体的
中药材产业创业创新孵化园，建成

“西部药都”中药材交易市场，成立了
中药材行业协会，组建了产业联盟；
培育加工、销售企业 68家，合作经济
组织400多个，吸纳会员2万多人，年
加工能力近 4 万吨，产品远销安徽、
四川、广西等地，并出口到韩国、日本
等国家和地区。

陇药产业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的
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甘肃优先
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张掖市副市长
王向机表示，甘肃中医药产业的发
展，将为甘肃省加快破解发展瓶颈和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有力支撑。
壮大“西部药都”，民乐这颗“丝路明
珠”将会更加璀璨。

位于陕西洛南县北部边陲的巡
检镇，梯田农舍绿韵悠然，百里竹
廊、万亩花海、水体景观、风车酒店、
乡村客栈及仿古一条街扮靓“醉美
乡村游胜地”。

近年来，巡检镇巧借“绿”东风，
以生态文化为引领，依托老君山国
家 3A级风景名胜区金字招牌，全面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施精准扶
贫工作中做好“加法”，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引导贫困户搭上旅游业“快
车”，实现增收致富。如今，这里游人
如织，老君山下的村民家家户户发
展起生态种植、养殖与休闲农业，富
民之路越走越宽，生态与文旅融合
发展，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成为
当地旅游扶贫的绝佳样本。

好风景红利

发展乡村旅游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等条件。最开始时，很多贫困户
并不知道怎么搞旅游。

家住巡检社区孙家沟的贫困户
孙师傅，一家住在三间毛坯房中，靠
几亩田维持生计。他想参与乡村旅
游，可不懂经营，更担心市场风险。
鉴于此，镇政府倡导，让村里有经验
的行家里手为贫困户进行指导。在
帮扶下，孙师傅的生活大有起色。他
将自家小院改造成民宿民居，生意

火爆。在专业人员的管理经营下，孙
师傅对脱贫致富信心十足。

为了让贫困户更好地分享红
利，镇政府探索多种利益联结模式，
倡导贫困户以自身资源“带资入股、
收益分红”的方式加盟有实力的旅
游企业、合作社，确保贫困户投资
少、稳收益、无风险。“有了好政策，
我们发展民宿，既不耽误农活，又能
增加收入。”孙师傅满怀憧憬地说。

家门口创业

家住石墙村公路沿线的贫困户
邸永军，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对自住
房进行了简单的装潢；由妻子担任

“大厨”，在村里经营起了名为“一家
兴客栈”的农家乐。目前，邸永军的
农家乐有6张餐桌，平时采用的食材
都是自家种养的蔬菜和家禽。“我自
家种的菜很受客人欢迎，他们吃起
来放心，我们也节约了成本。”谈到
农家乐，他笑呵呵地说：“现在平均
每天都有一两桌客人，节假日时还
要请人帮忙。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
这都要感谢政府支持发展旅游业，
才能让我在家门口创业，既照顾了
老人孩子，又脱了贫致了富！”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线，巡检
镇全面推进公路沿线基础设施建
设，“驴友之家”“钓友之家”“摄友之

家”等项目的建成，让镇里旅游业发
展得风生水起，不少贫困户凭借着
好山好水好景致，率先致富了。

土特产走俏

以乡村旅游为支点，“旅游+特
产”“旅游+文化”等新模式拓宽了群
众的增收渠道。过去经常滞销的土
豆、土鸡蛋、土蜂蜜，如今随着旅游
产业的带动变得紧俏起来。贫困户
发展土猪、土鸡、高山蔬菜、豆腐、木
耳等土特产品，定期提供给农家乐
经营销售，同时组织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到农家乐民宿院上岗就业。

驾鹿村主任郑双虎说：“以前，
山里采的蜂蜜没人要，也不知道卖
给谁。现在，游客到村民家里抢着
买，土蜂蜜一斤卖到 50 元。游客多
了，村民的土特产不愁卖了。”如今，
郑双虎在自家门前的空地建起了蜂
蜜养殖基地，成立了土蜂专业养殖
合作社，带动村里贫困户一起养起
了蜜蜂，大家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我们将继续完成休闲养生驿站节
点及配套工程建设，继续扶持鼓励
沿途群众发展茶谷小院，加大沿线
绿化、亮化、美化、净化力度，使旅游
扶贫快速路真正成为致富路、风景
路、风情路。”巡检镇党委书记张巍
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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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下午，陕西省旅游发展暨全域
旅游示范省创建大会在西安召开。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
祥地，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华地理的精
神标识和自然标识众多，旅游资源丰富而
独特。陕西位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超过5000公里，立体交通四
通八达。目前，陕西旅游正处于向更高层次
突破的临界点，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促
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基础雄厚，大有可为。

近年来，陕西省紧抓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省的契机，深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坚持从供给侧持
续发力，在全域旅游方面积极探索，旅游业
发展速度超过全省GDP增速、服务业增速，
取得了新的成就。

进入“十三五”以来，陕西省旅游业发展
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还存在传统产
品转型升级缓慢、新业态培育不足、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滞后、旅游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不高等短板和问题，旅游发展水平与丰富的
旅游资源还不相称。为破解发展中的难题、
满足大众旅游时代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推
进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将是今后一个时期
陕西省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抓手，
是整合资源、推进国际一流文化旅游中心建
设的重要途径，是助推陕西实现追赶超越、
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新动能。

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发
展，先后出台一系列法规和意见。特别是今
年，陕西省委、省政府推进旅游业发展的力
度进一步加大，陕西省旅游局更名为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由省政府直属机构调整为
省政府组成部门，并组织召开此次全省旅
游发展暨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大会，旨在
跳出“城墙思维”，站在“秦岭之巅”，立足全
国、放眼全球看陕西旅游，在对标先进中看
清差距、找准问题，在学习先进中借鉴经
验、完善提升，切实补齐工作短板，提升旅
游业整体发展水平。

8月3日下午，第三届全域旅游推进会
暨“人文陕西”推介会在西安举行，国家旅游
局局长李金早讲话，陕西省省长胡和平致
辞，并共同为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揭牌。

胡和平在致辞中说，全国旅游业进入
了快速发展期，国家旅游局在陕西举办第
三届全域旅游推进会暨“人文陕西”推介
会，体现出国家对陕西旅游业的重视和支
持。陕西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历史根脉源远
流长，思想文化璀璨夺目，自然风光秀美壮
丽，在这里发端的丝绸之路绵延万里。陕西
将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为契机，坚持系
统思维，构建丝绸之路起点旅游走廊、秦岭
人文生态旅游度假圈、黄河旅游带、红色旅
游等“四大旅游高地”，创建一批国家级生
态旅游示范区、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地质公园，鼓励支持
旅游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业态融合发
展，构建“主客共享”发展格局，努力把陕西
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文化旅游中心。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洛南小镇建设乡村旅游样本

苏琳杰 李 琳

甘肃民乐筑梦“西部药都”

陇药擦亮“丝路明珠”
魏文泽 焦德宏

“人文陕西”推介会举行 陕西加快建设旅游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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