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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一流为目标 打造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升级版

雁山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进行时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本报记者文烨 通讯员李康

人文历史悠久 积淀博大深厚

近日一则喜讯传来——— 国务院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名单，雁山区父子岩古人类遗址位于新增国家文物保护
单位之列，成为雁山区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又一有力见证。

雁山区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距今 1 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
代雁山庙岩古人类遗址、父子岩古人类遗址群和竹园古汉墓
群、桂州古窑、李四光故居、唐氏庄园、潜经回族宗祠等，均
为桂林乃至广西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先有寿嵅村，后
有桂林城”的传说更是广为流传，见证雁山历史之悠久。

雁山园作为广西现存最早的私家古典园林，被誉为“岭南
第一名园”,有“桂林佳境，一园看尽”之美誉。历史上，国
立广西大学、广西科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省立高等师范专
科学校都曾在雁山园内建校（院），孙中山、李四光、马君
武、陈寅恪、靳羽西等一大批政要名人曾在此居住或流连过，
已成为广西现代教育重要地标。

1996 年区划调整以后，雁山区因历史悠久，文脉悠长，
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被定位为科教雁山、文化雁山、旅
游雁山、休闲雁山，担负起建设大学城，承接桂林市大中专院
校疏解安置的重任。 2000 年以来，雁山区以高效、便捷的服
务和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吸引了一大批高校相继进驻。
2003 年，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现桂林旅游学院）新校区
在雁山区奠基； 2005 年，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开工建设；
2006 年 9 月，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雁山校区动工；同年 11
月，总投资 12 亿元，占地 2700 亩的桂林理工大学雁山校区
奠基； 2007 年，桂林卫生学校雁山新校区开工建设……短短
几年内，雁山区 13 . 5 平方公里的科教园区内，就汇集了 8 所
大中专院校及中科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农科院等一批科研
院所，入住师生达 10 万余人。随着国道 321 桂阳公路改扩建
工程、中心环线道路、雁山新城购物中心等一批服务配套设施
建设完成，雁山大学城已初具规模，成为广西重要高等教育集
聚地。

做好文旅融合文章 打造旅游新增长极

一座座峰峦和湖塘星罗棋布，在薄雾中犹如人间仙境；各
种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机器轰鸣，一片繁忙景象；一幢幢高楼
拔地而起，一个日新月异的文化旅游城已展现在人们面前。这
就是日前记者在自治区重点项目融创万达文化旅游城建设现场
看到的情景。

融创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北临园博大道、南至愚自乐园、

东接小水河流域、西靠桂阳公路，占地 3907 亩，总建筑面积
59 .47 万平方米，总投资 160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室外主题乐
园、室内水乐园、海洋馆、星级酒店群、旅游小镇等。是迄今
广西投资最大、水平最高的世界级文化旅游项目。 2016 年 5
月 20 日，融创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启动建设，计划 2020 年
9 月 26 日对外营业，预计年接待游客 1000 万人次，可创造
20000 个就业岗位，实现旅游收入 50 亿元。截至目前，项目
展示中心、星级酒店群、乐园区域主体建筑已经完工，正在进
行内部装修、设备安装和户外绿化等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致力实现实施一个项目、造福一
方百姓的目标。小水村是融创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范围内重点
拆迁的一个村庄。为让小水村群众无后顾之忧，今年 6 月下
旬，雁山区启动融创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新小水村建设工作，
新小水村投资约 2 亿元，集居住、旅游、休闲、文化为一
体，可安排 146 户居民居住，明年 6 月即可完工入住。届
时，小水村的村民在景区内可优先从事零售、导游、保洁等工
作，真正实现搬得好、住得稳、有事做、能致富的目标。

随着融创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如期推进，包括小水村在内
的陶家、大埠等 8 个邻近项目村庄正在谋划发展休闲旅游业
和观光农业，形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乡村旅游新格局。

村民在家门口打工就业，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的美好愿景
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近年来，雁山区筹集整合资金上百亿元，大力推动重大旅
游项目、旅游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全区呈现出旅游项目
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特别是 2019 年，雁山区旅游项目建设
驶入“快车道”：投资 45 亿元的雁山益田民国风情小镇项目
全面完成征地搬迁，顺利摘牌启动建设；投资 100 亿元的复
星国际度假山水小镇（愚自乐园二期）项目正加快推进；投资
35 亿元的雪松文旅小镇（禄坊生态城）项目建设已全面完成
征地工作； 7 月，投资 50 亿元的广西农垦悦桂情歌田园项目
和投资 1 .2 亿元的草坪天河竹苑酒店破土动工……

一个个文旅深度融合的重大旅游项目及新项目全面启动，
为雁山打造精彩纷呈的文旅新城打下了坚实基础。

唱好全域融合大戏

推动“旅游+”新发展

近年来，雁山区以“旅游+”模式，带动各项工作融合发
展，取得了良好效益。

推动“旅游+党建”。着力推出“党旗领航，全域兴旅”
党建品牌，在全区旅游企业开展“党员先锋岗亮身份树标杆”
活动，打造文旅局党支部、旅投公司党支部、潜经村党支部等
旅游党建示范点，以旅游党建品牌创建促进旅游“双创”取得
明显成效。

推动“旅游+扶贫”。草坪潜经、大埠黎家、陶家村成为
旅游扶贫样板村，旅游业有力带动农业发展，惠及贫困群众
308 户 1698 人；草坪碧草公路、兰口至大田等旅游公路及碧
岩阁驿站的竣工投入使用，带来了草坪游客数量的大幅提升。
草坪乡近三分之二的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在旅游区内从事生
产经营、转移就业等方式从中获益，贫困户年增加收入超过 2
万元，实现了旅游与扶贫的有机结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明
显增强。

推动“旅游+生态”。持续开展“美丽雁山，宜居乡村”
主题活动，实施旅游通道景观建设、重点村屯绿化、改厨改
厕、污垃处理等工程。 2018 年，雁山区获评自治区级生态
县， 3 个乡镇被评为自治区级生态乡镇， 29 个行政村被评为
市级生态乡村。每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00 天以上，草坪
被授予广西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岗埠、禄坊村列入国家古村
落保护名录，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成为雁山亮丽名片。

推动“旅游+农业”。着力打造了“柿里回乡”、荷美陶
家、相思江等休闲农业核心示范区，开辟了“五嵅一家”徒步
旅游线路，实施大田、潜经、黎家、陶家等贫困村旅游产业扶
贫整村推进，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美丽乡村
格局。草坪潜经竹海被评为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推动“旅游+工业”。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销
会、外出推介等推介雁山旅游工艺品，组织企业参加各类旅游
产品展评活动。大银工坊银饰系列工艺品多次获国家级奖项，
吉福思罗汉果甜味剂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

推动“旅游+服务业”。地中海俱乐部夏朵酒店、玉圭酒
店、神龙谷生态酒店、旅苑桂洛酒店、草坪民宿联盟等精品酒
店，以及过山农家、乡思居等星级农家乐和特色餐馆，已经具
备较强的接待能力。

立足优势抓特色 精雕细刻树品牌

雁山区依托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核心区和“十园八校”优
势，精心打造“文旅雁山、研学基地、度假胜地、康养之城、
骑游之都、乐活天堂”。推动愚自乐园地中海度假村升级，成
为桂林国际旅游胜地休闲度假的名片；持续推进草坪休闲旅游
主题小镇建设，打造漓江边醉美小镇；推动桂阳文旅大道雁山

段、兰大二级旅游公路、碧草二级旅游公路建设和提升，成为
2017 、 2018 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最美赛道和 2017
桂林国际马拉松赛主赛道，引发全球观众关注和热评；漓东草
坪沿江绿道、漓西桂阳公路沿线绿道成为骑游爱好者纵情山水
间最感兴趣的绿道；爱酷客自行车营地成为举办自行车赛事的
重要场地。启动雁山区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建设，借助“十园八
校”优势，推出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和精品课程，桂林旅游学院
被评为港澳青少年游学基地，桂林植物园、桂林农业学校已申
报自治区研学旅行示范基地；推进“岭南第一名园”雁山园转
型升级和古桂柳运河、父子岩、“五嵅一家”等历史文化遗存

挖掘、保护、提升、利用工程，使雁山成为桂林国际旅游胜
地历史文化的重心，“雁山奇园”、“雁山骑迹”两大品牌
加速形成。

加大宣传 提升雁山旅游形象

多形式宣传促销。以“心泊漓江、梦栖雁山”为旅游宣
传主题，充分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对雁山旅游进行宣传。
每年组织人员参加自治区、桂林市在各地举办的国际旅游产
业博览会、旅游展销会，赴广东、湖南、贵州等重要客源地
进行旅游推介，邀请行业协会、旅行社推介雁山旅游专线，
引进地接旅行社进驻雁山，组建旅游企业营销联盟，利用
“环广西”自行车赛、桂林国际马拉松等重大赛事进行宣
传、营销，扩大雁山的影响力；通过上线央视 1 号，举办
“微电影大赛”、“旅游达人雁山游”、雁山首届“梦露营
杯”大学生“新时代、新雁山”文化旅游传播大赛等系列活
动，组织专家、教授编撰《雁山园》等书籍，全面提升雁山
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

强化旅游秩序监管。成立旅游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旅游市场综合监督管理治理委员会，
建立工作运行制度、工作职责和责任清单。组建了漓江风
景名胜区综合执法大队，制定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专项
行动方案，将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与“美丽广西·清洁乡
村”活动、桂林“创卫”复核等工作有机结合，以全域常
态化监管、重要时节专项整治、重要场所严格执法等措
施，促进行业自律和规范经营，为广大游客营造整洁优美
的旅游环境。

干就干最好 争就争一流

据了解，下一步，雁山区将积极融入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建设，树立“干就干最好、争就争一流”的理念，整合雁山
土地、生态、人才等资源禀赋，抓好特色产品培育、交通网
络覆盖、旅游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完善、旅游要素完善和服
务提升、新业态“旅游+”融合、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旅游
信息化和形象宣传、旅游管理机制创新等八大工程，打造以
桂林文化旅游大道为主轴的旅游新“航空母舰”，

“雁山区作为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升级版的重点区域，将
继续坚持重大项目带动战略不动摇，整合桂阳公路沿线景区
景点资源，全力保障融创万达文化旅游城、益田民国风情小
镇等多个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的旅游
目的地。”雁山区主要领导表示。

(本版图片由雁山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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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木镇窑头油菜花海悦桂情歌田园项目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5A 级景区——漓江从雁山区蜿蜒流过雁山大学城一角

金秋十月，瓜果飘
香，生机盎然。走进雁
山，一派千帆竞发、你追
我赶的火热场景扑面而
来：漓水之畔的草坪回族
乡，古色古韵的草坪客运
码头正在加快建设，亲水
平台、门楼已初现雏形。

一 年 之 后 ，这 座 投 资
7000 多万元的旅游码头
将全面建成投入使用，成
为漓江东岸休闲游的又一
新地标。

在桂林文化旅游大道
西侧的法国地中海俱乐部
桂林愚自乐园度假村，来
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在这里
悠闲度假，感受这个有亚
洲最大雕塑公园之称的
4A 级景区的人文之美。

2013 年，愚自乐园与世
界知名旅游度假品牌法国
地中海俱乐部成功携手，
成为法国地中海俱乐部在
中国第一个全年开放的度
假村，它以桂林纯美山
水、艺术文化与休闲度假
融为一体的模式引领桂林
高端旅游的新风尚，成为
桂林旅游转型升级的典范
之作。

这是雁山区大力发展
文旅融合产业，全力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雁山区
主动嵌入桂林“ 1+2 ”

国家战略，对照全域旅游
标准和“全局布局、全景
覆盖、全业融合、全民参
与”要求，做好文旅融合
文章，全力推进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建设，促进全
区经济社会大发展。

2018 年，雁山区共
接待游客 700 . 95 万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22 . 67% ；旅游总消费
82 . 16 亿元，同比增长
32 .56% 。在第十四届中
国文博会上，雁山区被评
为“中国最美县域”。

2018 年末，雁山区获评
“广西特色旅游名县”和
“自治区级生态县”两项
荣誉称号。

目前，雁山区拥有国
家 5A 景区 1 个， 4A 景
区 2 个， 3A 景区 2 个，
其他有一定规模的旅游景
区景点 20 多个，旅游产
业得到长足发展。今年，
雁山区旅游经济再上一个
台阶， 1-9 月接待旅游
人数 656 万人次，旅游
总消费 76 亿元。今年
“ 5·19 中国旅游日”桂
林分会场和广西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工作第二期业
务培训班先后在雁山举
行，推动雁山区旅游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

多彩世界，魅力雁
山。时下，雁山人民正在
携手共进，做大做强文旅
深度融合文章，全力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雁
山区的旅游文化事业，明
天一定更加辉煌！

▲桂林园博园

▲ 4A 级景区——— 雁山园，有岭南第一名园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