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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文烨 通讯员佘雪楚

以创新示范为动力 打造文旅体融合示范区

华灯初上的正阳东西巷，古色古香，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一排排大红灯笼，在两旁商铺霓虹灯牌的映衬下，一派繁华兴
旺；一群群外宾及穿着汉服、旗袍漫步古巷的游人，更使古巷增
添了无穷风情魅力。

登临重建的观景塔楼——— 逍遥楼，放眼望去，灯火阑珊，虹桥
卧波，如梦如幻的桂林城尽收眼底。“身世云霄上，飘然思不穷。睛
山排翠阔，暮霭閟琳宫。牧笛残云外，渔歌落照中。蓬莱凝望眼，隐
隐海霞红。”元代诗人、政治家伯笃鲁丁所作的诗《逍遥楼》中所写，
足以让人遐想出当年站在逍遥楼所见桂林之美景。

正阳东西巷，是秀峰区近年通过“保护性修缮整治”全新打
造的融合旅游、民俗、休闲、购物、餐饮的多功能综合型特色商
业区。该商业区仿明清古建筑风格而建，深度挖掘了历史文化底
蕴，集古朴典雅与时尚潮流于一身，是桂林市打造国际旅游胜地
城市旅游消费品牌的新地标。

近年来，秀峰区深入挖掘深厚的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俗
文化、节庆文化、饮食文化资源，切实整合农业、工业、体育、
商贸、科技以及自然环境资源，不断呈现出文旅融合、农旅融
合、工旅融合、商旅融合、体旅融合、环旅融合、科旅融合等内
容精彩、要素齐全、服务完善的业态融合项目，形成了多种业态
繁荣发展的局面。

秀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业发展，将其纳入秀峰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并结合秀峰区实
际，提出了“三产强区、旅游大区、文化名区、和谐之区”的
“四区”建设目标，专门成立由四家班子主要领导领衔的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编制了《秀峰区全域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秀峰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实施方
案》、《桂林市秀峰区桃花江片区详细规划》等多项规划，使旅
游与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景观绿化、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文
化传承等相关规划相结合，形成层次分明、相互衔接、规范有效
的规划体系；举全区之力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旅体
融合示范区以及桃花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形成了文旅

互动、文旅融合的良好发展格局。

创新“旅游+”产业链

提升珠联璧合档次

“秀丽桃花江，美女曳长
裙。”这是我国
著名记者范长江

游览桂林桃花江时留下的名句。“十三五”以来，秀峰区创新
“旅游+”产业链，目前已将辖区桃花江精华地段的桃花湾打
造成一个融合文化事业、体育发展、健康产业与乡村旅游为一
体的旅游休闲度假区。

“驻足徘徊绽欢笑，人面桃花相映红。”阳春三月，桂林
桃花江两岸，桃红柳绿，春意盎然。过去一向僻静的桃花湾，
近年已成为市民和中外游客踏青赏花的新去处。

一队队单骑，穿行在绿树丛中的骑行绿道上。骑友们一边
欣赏江边风景，一边角力骑行的腿上功夫。美女骑手们长发随
风飘扬，一路洒下银铃般的笑声。这样的场景，目前已成为桃
花江骑行绿道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它是秀峰区成功打造的又一
“旅游+体育”的典范之作。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秀峰区以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
资源，加快推进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旅游+”产
业链，打造了一批精品文化体育旅游项目。重点引导文化事
业、农业、工业、商贸业、体育事业、环保事业、科技事业与
旅游业的融合，培育形成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工旅融合、商
旅融合、体旅融合及科旅融合的“旅游+”产业链，加大旅游
资源开发，培育文化、旅游经营龙头企业，对文化旅游资源、
客源丰富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加快推动文旅体
深度融合，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东西巷、逍遥楼景区和靖江王府，将唐、宋、明、清以及
现代的历史脉络展现出来，业态布局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展现了桂林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
有限公司“全生态啤酒之旅”，诠释了工旅融合示范项目的魅
力；新打造的华润万象城，填补了琴潭片区大型商贸服务中心
的空白，在今年 9 月 25 日开业当天，客流量突破 25 万人次，销
售额超 1300 万元；尊神庙夜市街，按“一店一品”引进桂林最有
特色的美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前来“吃喝玩乐”；
桃花湾片区的芦笛三村、和记农庄，已构成农旅融合示范项
目；刘三姐文化体验游、桂林观石堂鸡血玉博物馆、桂林市顺
昌食品有限公司美食游，是商旅融合示范项目的代表。

近年来，秀峰区体育事业异军突起，激发了活力，聚集了
人气。谋划了一本蓝图。委托专业人士，围绕秀峰未来体育和
旅游融合发展进行了高端、系统、前瞻的规划。兴建了一批项
目。桃花湾旅游休闲绿道工程全面竣工；广西一流的桃花湾智
能体育健身区正式建成；桃花湾体育公园、飞拉达攀岩基地等
项目，正在加紧谋划推进。培养了一批人才。伴随着经济的发
展，秀峰区加大了体育事业的投入，涌现出一批耀眼的体育人
才。区文化馆工作人员、残疾人运动员吴国山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他在圈里被称为赛场上的金牌“收割机”，今年参加第十
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获铅球、铁饼项目冠军。组织了一批赛
事。作为广西行内排名第一的街舞大赛——— “舞甲天下·秀峰
独秀”已连续举办十届，今年 9 月份举办的第十届街舞大
赛，吸引了全国 20 多个省份 80 多个市 1000 多名街舞高手前
来“ PK ”，更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澳
大利亚、非洲、俄罗斯等诸多国际顶级街舞高手自主参赛。自
2016 年起，每年都要举办广西－东盟（桂林）狮王邀请赛暨
中国桂林秀峰龙狮文化节，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

辖区内还有“两江四湖”一期及二期连通水系工
程，进一步促进文旅融合示范项目形成。桃
花江、漓江两大“动

脉”，将王府片区、琴潭片区、桃花湾片区相互连通，各处分
散的项目、孤立的景点以两大水系为依托进行联结，从而形成
错落有致、特色鲜明、生机勃勃的全域旅游新局面，提升了全
区文化旅游产业珠联璧合档次。

提升基础设施品质 以优质服务吸引游客

“桂林山水甲天下，芦笛美景堪最佳。”被誉为“大自然艺术
之宫”的芦笛岩，是桂林山水一颗璀璨的明珠。岩洞中琳琅满目
的钟乳石、石笋、石柱、石幔、石花，拟人状物，惟妙惟肖，构成了

“高峡飞瀑”“盘龙宝塔”“原始森林”“帘外云山”“水晶宫”等 30
多处美妙景观，整个岩洞犹如一座用宝石、珊瑚、翡翠雕砌而成
的宏伟、壮丽的地下宫殿，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芦笛岩景致
高度集中、景物极尽造化的神奇龙宫。

据桂林史料记载，远在 1000 多年前的唐代，芦笛岩就是
一处游览胜地。自改革开放以来，芦笛岩曾先后接待了邓小
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过美
国前总统尼克松、卡特，德国前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联
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等数十位外国
首脑及政要。“中国国宾洞”的美誉名不虚传。

近年来，芦笛景区进一步完善了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了服
务质量，被世界旅游组织推荐为“世界最佳旅游游览景区”。
其中的芦笛岩导游班以优质的服务受到无数中外游客的交口称
赞，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杰出青年文明号”
等荣誉称号。

秀峰区依托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契机，推进旅游产
品全域化、服务体系全域化、旅游要素全域化。推进桃花湾旅
游休闲绿道建设，依托绿道建设完善道路旅游导览系统，加强
绿道沿线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实施旅游厕所“革命”。近年来，秀峰在辖区内共新建、
改建 A 级旅游厕所 32 座，第三卫生间 7 间，目前全区拥有
3A 厕所 3 座、 2A 厕所 10 座。

旅游部门积极指导各星级酒店完善停车场、标识牌、wifi
等配套设施，及时督促各有关企业更换新版广西旅游导览图。

对逍遥楼景点，则依照唐代建筑风格，原址原貌重建，全
面还原古建筑特色风貌。对状元廊进行升级，融入书画元素，
采用木质框架，以精致的石雕、浮雕呈现状元文化，在靖江王
府、东西巷培育和引进一批诸如王府秘拓、厚薄坊雕版印画的
非遗产品。

依托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契机，秀峰区全力推进文
旅体项目建设。台湾街旅游度假区项目筌塘新村主体工程完
工；东莲路一期完工；桂林市金顺昌旅游食品文化博览馆主体
工程完工；信和信·桂林状元文化城、桂林温德姆花园酒店开
工建设；千亩荷塘项目也正在谋划。

推进鲁家村旅游秩序、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服务标准等建
设。引导企业继续按照
“以奖代补”的建设模式
发展生态乡村旅游，进一

步提升乡村旅游区、农家乐的旅游服务能力。完善琴潭汽车站
的交通集散中心、旅游集散中心以及交投公司（鼎富）旅游集
散中心建设，完善鲁家村（肖家村）停车场建设，建成和舍、
城外有闲等特色民宿；桂林游客咨询服务中心亦落地桃花湾。

为满足微笑堂商厦、王城商厦、东西巷、正阳步行街等旅
游购物中心更好地吸引八方来客，秀峰区先后投资建成旅游集
散中心 2 个，游客中心 12 个，旅游咨询点 12 个，旅游志愿
者咨询服务站 13 个，旅游巡回法庭 3 个，新建扩建道路 6
条，完成行人导视标牌 66 块，为游客在衣食住行购等方面提
供了众多便利。

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发展品质。秀峰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进行旅游开发时，要求开发主体对旅
游区的地质资源、生物资源和涉及到环境质量的各类资源，必
须进行认真的调查和最大游客承载量测算，并采取积极措施，
消除或减少污染源，加强对环境质量的监测。同时要求大型项
目开工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保护生态环境。

近年来，秀峰辖区和舍度假酒店、有闲逸墅、逸居桃源度
假酒店、隐源居庭院度假酒店等民宿，积极开展申报五星级旅
游民宿申报；禅云酒店申报四星级旅游民宿；芦笛三村、和记
农庄申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申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西山景
区申报广西生态旅游示范区;政府正在申请将东西巷、逍遥楼
纳入王城 5A 级旅游景区，指导推进尊神庙夜市、顺昌食品文
化旅游博览馆申报 3A 级旅游景区。

全区及时实施“两江四湖”二期连通水系工程优化生态环
境等举措，提升景区品质，深入推进秀峰区“美丽乡村”建设
系列活动，按照“规划建设一批、改造提升一批”的思路，构
建桃花湾旅游度假区的肖家村、于家村、筌塘村、水南村、演
波村第三期生态乡村建设，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有效提升
人居环境。

据介绍，秀峰区将尽快解决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制约旅游
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加大对高品质特色酒店的引领和扶植，加
大对城区涉旅项目的资金投入，给予旅游项目规划调整和用地
上的支持，促进文旅产业融合的全面转型升级！

旅游资源底蕴丰富 保护开发成果丰硕

桂林有一座闻名中外的独秀峰，它位于桂林靖江王城内，有
“南天一柱”的赞誉，史称桂林第一峰。独秀峰突兀而起，形如刀
削斧砍，周围众山环绕，孤峰傲立，有如帝王之尊。峰壁摩崖石刻
星罗棋布，特别是宋代著名诗人王正功“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千
古名句的真迹，就题刻于此。景区内自然山水风光与历史人文景
观交相辉映，自古以来就有桂林“城中城”的美誉。

秀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资源。例如藩王文化、山
水（石刻诗文）文化、近代革命（红色文化）文化、宗教文
化、历史名人文化。

靖江王城坐落在桂林城市中心，是全国 25 座明代藩王府
中保存历史最长且最完整的一座。至今已有 630 多年的历
史，比北京故宫建成时间还早 34 年。

山水文化是桂林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形态。桂林的石刻始
于东晋，兴盛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据统计秀峰辖区内共有摩崖
石刻 201 块，其中，独秀峰 113 块、隐山 72 块、西山 16 块。

近代革命文化主要有以孙中山二次北伐的驻跸遗址为代表
的北伐文化和西山公园内的前苏联陆军步兵中校巴布什金烈士
墓的红色文化为代表的抗战文化。

桂林的宗教内容十分丰富，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很发
达。尤以佛教的历史最为悠久，唐初所建的西山西庆林寺是桂林
最著名的寺庙，当时西庆林寺规模宏大、择地幽圣，内供卢舍那
佛，高僧云集，盛极一时，被称为我国南方五大禅林之一。此外，
正阳西巷还有修建于解放前的清真寺以及天主教堂。西巷清真
寺又称东北寺，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寺原为桂林
水东门大街东利全商号马荣熙私产，自愿捐做清真寺。

秀峰区人杰地灵，优秀人才层出不穷，出现了一批闻名中
国的历史人物。在唐代有“桂州三才子”之称的赵观文就是秀

峰人士。近代史上李宗仁、白崇禧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
物，其在秀峰区均有故居。

鉴于秀峰历史文化旅游开发的现状，秀峰区政府在对历史
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开发时，一直遵循独特性原则、保护性原
则、参与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五原则，从而
促使这些古迹得到有效的保护。

保护桂林美丽的山水风光，建设健康的旅游环境，是秀峰
区旅游业生存和繁荣的基础，是秀峰区旅游业进步和发展的条
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得力保护，对保护历史文化的原生性、
多样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精心打造旅游品牌 促进文旅产业融合

“又是一年三月三，山歌飞满天；牵着游客的思念和梦
幻，走进桃花湾……”

近年来，秀峰区在桃花江畔已成功策划组织了九届桂林秀
峰“三月三”民族歌圩节，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蜜蜂喜见桃花开，桃江两岸摆歌台；八方歌友聚一起，
白灵黄鹂喜开怀；文旅产业融合好，小康生活幸福来。”

“三月三”民族歌圩节是秀峰区精心打造的旅游品牌，也
是促进文旅产业融合的精品力作。自创办以来，得到社会各界
人士的广泛关注，每年都有数十万人热情参加，一次活动下来
消费额达 10 亿元以上。

秀峰区的“舞甲天下·秀峰独秀”——— 国际街舞大赛，每
年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街舞高手 2000 多人和众多美国、法国、
加拿大、韩国等外国街舞明星参与，活动影响全国闻名，成为
对外宣传秀峰区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此外，秀峰区还在正阳东西巷策划组织了“秀峰国际街舞交
流站”以舞会友活动、“东巷好声音”流行乐队点唱活动，受到市
民、游客的热捧，品牌效应日益凸显。该区在刘三姐景区启动的

“秀峰人游秀峰”活动，每年也吸引了 2 万多市民与游客参与。
积极挖掘本地特色文旅产业。秀峰区对辖区“鲁家村豆

腐”、“桃花江小河龙船调”、“傩文化”、“雕版彩色印
刷”进行深度挖掘和资料整理，积极推荐“雕版彩色印刷”项
目申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重点培育“张家村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2018 年，张家村文化室
（傩文化）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平台称号。通
过挖掘、保护、利用三结合的方式，秀峰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文化产品，产生了良好经济效益，推
进全区特色文化旅游向产业方向链接。

今年以来，秀峰区组织开展了正阳东西巷“历史人文情景
剧”和“讲古堂”的桂剧、彩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驻场表演
500 多场，接待游客 50000 多人次，受到中外游客热烈欢
迎，为旅游体验增加了丰富的内涵。

创新秀峰区“新时代讲习所”形式内容，拓展红色旅游载
体。有关部门聘请非遗传承人和著名老艺人，在讲古堂担任讲
习员，创编了渔鼓新唱《新时代讲习所就是好》和《桂林老板
路》等节目，以百姓喜欢的语言和文化表现形式，传播桂林人
文，弘扬时代新风，丰富旅游体验。

通过精心打造一个个新的旅游品牌，更深层次促进了当地
文旅产业的融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高效宣传促旅游营销 创文化名区旅游大区

2018 年以来，秀峰区围绕“文化名区、旅游大区”建设
总目标，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工作为引导，以宣传促
销、行业管理、项目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为抓手，全面培育发
展文旅产业。

秀峰区充分利用报刊杂志、网络媒体、节庆活动、旅游推
介等多种营销宣传形式，提高秀峰区旅游吸引力。例如，组织
东西巷、逍遥楼、王城景区、漓江大瀑布等旅游企业，完成了
市文广旅局与南方卫视合作的“乘高铁游桂林”旅游宣传推广
拍摄；协助完成了中央 1 台“大美秀峰”的拍摄和携程第二次
勘景桂林视频拍摄；积极为中央、自治区美丽中国行采风活动
提供协助：以香港特首游桂林为契机，以秀峰旅游资源为主，

完成“跟随特首游桂林”旅游宣传册制作，并与香港永安旅游
有限公司签订了“跟随特首游桂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
秀峰旅游在香港市场的营销；依托广电网络平台开展线上宣传
推介，秀峰区第一批上线“一键游桂林”企业 129 家；与广
西乐商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以 AR 虚拟现实增强的
方式展示逍遥楼和东西巷；与广电网络公司桂林分公司联合策
划打造的“多彩秀峰智慧平台”，秀峰区有 5 万余户使用电
视机顶盒收看电视新闻的居民家庭开通；充分利用中国—东盟
博览会旅游展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契机，开展秀峰区旅
游推介会，组织辖区星级酒店、 A 级景区及旅游街区、旅游
食品等企业参加，全面推介秀峰文化旅游。群舞《海的女儿》
入围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芦笛景区和独秀峰·王城景区
从全国上百家景区中脱颖而出,在中国旅行口碑网“ 2018 年
度中国旅行口碑榜”评选活动中，分别荣获“最受网友好评景
区”和“国内最佳旅游景区”称号。

2018 年，秀峰区在旅游博览会上荣获组委会颁发的“魅
力县区”荣誉称号；和记农庄获评广西四星级乡村旅游区；
“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在独秀峰·王城景区挂牌成立。同
时，独秀峰·王城景区成为广西旅游协会副会长单位及桂林市
旅游景区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并获得第四届自治区主席质量
奖提名奖,获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芦笛景区荣获国
家级“新时代旅游行业女性榜样”模范团队称号；南北假日旅
行社荣获桂林市第三批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桂林顺昌食品
有限公司获得广西食品行业（烘培类）百姓口碑榜品牌、
2018 年中国烘焙美食文化节桂花糕“金奖”、中国烘焙行业
最具美誉度品牌以及第二十四届中国月饼文化节“中国名饼”
称号。

2019 年“三月三”期间，秀峰区在王城景区大门口开展
了第六届秀峰旅游推介会，推出王府啤酒，参与名优企业展
示。主动融入 i 游桂林，通过 i 游桂林 90 名网红努力，制作
301 个微视频通过腾讯网向外推广，获点赞 7000 余次，完整
观看 60 万次，点击 160 万次。同时，该区在南宁柳州进行了
“三月三”旅游推介，通过央视、新媒体、微信公众号、电梯
广告等形式向外界宣传推广秀峰好风光，吸引游客来桂旅游。
先后接待了亚太旅游组织以及东盟国家的旅游代表团，对推动
秀峰区国际间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花自芬芳蝶自来。秀峰区山水生态突出、历史人文等要素
闪耀的旅游,逐步形成综合性、多层次、高效益文化旅游产业
链条，也带动了辖区旅游经济发展。 1 至 9 月，秀峰区接待
游客总人数 894 . 1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 . 3% ；旅游总消费
131 . 22 亿元，同比增长 38 . 5% ；非星入境游客 8 . 06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5 .5% ；入境游客旅游消费 4986 .06 万美元，
同比增长 40 . 8% ；国内游客人数 876 . 8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 .9% ；国内旅游消费 99 .61 亿元，同比增长 39 .3% 。

秀峰区主要负责人说：“秀峰区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文旅体
融合工作，转变旅游发展思路，实施‘旅游+’发展策略，促
进产业融合，培育多种业态繁荣发展，以实际行动完成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工作。我们衷心欢迎各界朋友到秀峰区旅
游观光！” （本版图片由秀峰区委宣传部提供）

文旅体融合谱写秀峰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 秀峰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纪实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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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青林杪，

凭栏尽桂州。千峰环

野立，一水抱城流。

沙际分鱼艇，烟中见

寺楼。不知垂去客，

更得几回游。”宋代

诗人刘克庄笔下的

诗，将桂林古城描写

得维妙维肖，令人神

往。

秀峰区是桂林中

心古城所在地，旅游

景区及人文景观众

多，自唐宋以来就是

桂林政治、经济、文

化、旅游和商贸的中

心，目前辖区拥有芦

笛岩、独秀峰、靖江

王府、芦笛岩、两江

四湖、西山公园、刘

三姐大观园、桃花湾

景区、逍遥楼·东西

巷、正阳街、古南门

等著名风景名胜。

近年来，秀峰区

结合自身优势，走文

旅体融合发展道路，

得到了市委、市政府

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指

导。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秦

对秀峰区文旅体融合

发展高度关注，先后

多次前往调研指导，

为秀峰区推进文旅体

融合提供了方向指

引；市长秦春成在秀

峰区考察调研时强

调，秀峰的优势在三

产，只有让文旅体有

机融合起来，才能助

推三产又好又快发

展。秀峰以上级领导

的指示为遵循，化上

级领导的关怀为动

力，大力发扬“讲实

诚 、求实干 、出实

绩”的秀峰精神，努

力践行“鼓干劲、下

狠劲、使韧劲”的秀

峰作风，坚定不移推

进文旅体深度融合，

谱写了秀峰经济社会

事业发展新篇章。

▲秀峰区委书记蒋育亮(左三)、区长雷陈(右一)分别为吴国山(右三)及其教练李善增(右二)颁
奖，庆祝吴国山在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获铅球、铁饼项目冠军

自治区文旅厅厅长甘霖(右一)在蒋育亮(右二)陪同下，参观东西巷历史文化街区非遗文创
作品

▲“舞甲天下·秀峰独秀”街舞大赛惊艳亮相东西巷

▲ 10 月 30 日，桃花湾智能体育健身区建成投入使用

▲ 10 月 17 日晚，第九届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在逍遥楼隆重上演东盟风情秀和灯光秀

▲ 9 月 25 日，华润万象城隆重开业

▲品尝尊神庙美食

▲轮滑小将在桃花湾旅游休闲绿道潇洒驰骋

鲁家村——— 镶嵌在桃花湾景区的璀璨明珠

▲ 10 月 30 日，桃花湾旅游休闲绿道二期工程全线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