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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十二五”旅游业发展回顾 

 

一、“十二五”旅游业发展成绩 

“十二五”期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市上下的

共同努力下，全市旅游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一一一一））））接待规模快速增长接待规模快速增长接待规模快速增长接待规模快速增长    

到“十二五”末，全市年接待游客达到 2851.3 万人次，年

均递增 18.5%；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144.9 亿元，年均递增 23.7%；

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市 GDP 的 16.4%。 

（（（（二二二二））））目的地建设成绩显著目的地建设成绩显著目的地建设成绩显著目的地建设成绩显著    

全市旅游景区达到 46 家；新增 4A 级景区 6 家，总量达到 8

家；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 1家；建成省级文化旅游名镇（街区）

4 个，省级特色旅游名镇 10 个；创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20 个，

其中 3个被授予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称号。 

（（（（三三三三））））产业要素不断完善产业要素不断完善产业要素不断完善产业要素不断完善    

全市新增宾馆饭店 550 余家，总数达到 1100 余家，星级饭

店 29 家，床位总数 52000 张；设立旅行社 21 家，旅行社分社 9

家；发展农家乐 1800 余户；开发了特色旅游美食和系列旅游商

品；直接旅游从业人员达到 4.2 万人。 

（（（（四四四四））））客源市场不断扩大客源市场不断扩大客源市场不断扩大客源市场不断扩大    

创新营销手段，开展务实营销，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主要客源

市场得到巩固，湖北、重庆、四川等周边客源市场不断拓展，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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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等潜在客源市场有效辐射，旅游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五五五五））））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全面推动 87 个国家旅游扶贫村、40 个重点旅游村旅游基础

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积极引导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经营示

范户、农特旅游商品、乡村美食旅游发展，带动了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 

（（（（六六六六））））服务质量有效提升服务质量有效提升服务质量有效提升服务质量有效提升    

加强旅游市场整治，狠抓岗位技能培训，旅游行业管理和服

务水平明显提高，旅游经营行为得到规范，诚信文明旅游氛围日

渐浓厚。 

二、“十二五”旅游业发展经验 

（（（（一一一一））））强化政府引领强化政府引领强化政府引领强化政府引领    

市上把旅游产业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并出台促进旅游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了旅游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二二二））））创新机制体制创新机制体制创新机制体制创新机制体制    

积极探索旅游行政管理体制和景区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为

旅游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 

（（（（三三三三））））实施项目带动实施项目带动实施项目带动实施项目带动    

“十二五”期间，全市实施旅游重点项目建设 47 个，完成

投资 44.97 亿元，改善了旅游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 

（（（（四四四四））））壮大市场主体壮大市场主体壮大市场主体壮大市场主体    

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着力培育旅游投资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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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增强旅游发展活力。 

（（（（五五五五））））聚力县域旅游聚力县域旅游聚力县域旅游聚力县域旅游    

突出县域旅游的主力军作用，走特色发展之路。 

三、“十二五”旅游业存在问题 

全市旅游业虽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仍处于“量增质平”的

规模性发展初级阶段，存在的问题有： 

（（（（一一一一））））旅游精品欠缺旅游精品欠缺旅游精品欠缺旅游精品欠缺，，，，旅游核心竞争力不强。    

（（（（二二二二））））产品结构单一产品结构单一产品结构单一产品结构单一，，，，观光为主，旅游体验欠佳。    

（（（（三三三三））））消费结构欠优消费结构欠优消费结构欠优消费结构欠优，，，，综合效益没有充分发挥。    

（（（（四四四四））））服务设施不足服务设施不足服务设施不足服务设施不足，，，，导致旅游服务水平不高。    

（（（（五五五五））））管理体制不顺管理体制不顺管理体制不顺管理体制不顺，，，，一定程度制约了旅游发展。    

 

第二章 “十三五”旅游发展战略规划 

 

一、指导思想 

抢抓中省支持旅游业发展和大交通改善的机遇，坚持按照全

域旅游发展要求，围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以生态为本底以生态为本底以生态为本底以生态为本底、、、、亲亲亲亲

水为吸引水为吸引水为吸引水为吸引、、、、康养为内涵康养为内涵康养为内涵康养为内涵、、、、民宿为特色民宿为特色民宿为特色民宿为特色、、、、美食为引爆美食为引爆美食为引爆美食为引爆，，，，推动旅游供

给侧改革，培育旅游核心竞争力，打造面向未来的安康旅游升级

版，把旅游业培育成富民强市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

强力引擎，力争将安康建设成为西部一流、全国知名的休闲度假

胜地和健康养生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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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目标 

到“十三五”末，全市旅游年接待总量达到 4200 万人次，

年均增长 8%;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320 亿元，年均增长 17.2%；旅

游综合收入相当于全市 GDP 的 22%，旅游产业作为全市的战略性

支柱产业地位完全确立，区域发展的龙头引擎作用充分显现。 

安康市旅游业“十三五”规划总体发展目标 

年年年年                份份份份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2017201720172017 年年年年 2018201820182018 年年年年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接待人数（（（（万人次万人次万人次万人次））））    3079 3325 3591 3878 4200 

旅游综合收入旅游综合收入旅游综合收入旅游综合收入（（（（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170 199 233 273 320 

相当于全市相当于全市相当于全市相当于全市 GDPGDPGDPGDP 19.8% 20.9% 21.3% 21.7% 22% 

三、发展理念 

（（（（一一一一））））树立全域化特色发展理念树立全域化特色发展理念树立全域化特色发展理念树立全域化特色发展理念    

按照全空间布局、全产业打造、全社会参与的要求，把安康

作为一个“大景区”进行规划和建设，推动我市旅游业态从景点

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发挥市级在资源统筹中的重要作用，鼓励

县区旅游差异化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互补效应。 

（（（（二二二二））））树立树立树立树立““““旅游旅游旅游旅游++++””””整合理念整合理念整合理念整合理念    

实施旅游+现代农业园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

区、古县城街区、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和旅游扶贫村、各类博物

馆、古会馆、宗教文化基地等特色资源，释放旅游+各种资源的

综合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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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树立树立树立树立““““畅游漫游畅游漫游畅游漫游畅游漫游””””休闲游理念休闲游理念休闲游理念休闲游理念    

适应大众旅游时代新趋势、新特点，加快休闲旅游产品体系

建设，全面完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让旅游通道移车换景，为游

客提供“进的快、游得慢、玩得好”的良好环境。                

（（（（四四四四））））树立项目群带动理念树立项目群带动理念树立项目群带动理念树立项目群带动理念    

围绕重点旅游片区和廊道建设，通过“发现安康”行动计划，

深入挖掘地方优势资源，加强项目策划和规划，形成项目库、项

目群，抓好招商引资，优化建设环境，完善工作推进考核机制，

以此带动旅游区域加快升级。 

（（（（五五五五））））树立旅游服务品牌理念树立旅游服务品牌理念树立旅游服务品牌理念树立旅游服务品牌理念    

注重安康旅游品牌建设与维护，培育自己的过硬服务品牌形

象。通过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形态、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

形成业态全域融合、品牌全域塑造、质量全域监管的良好局面，

提高安康旅游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第三章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布局 

 

一、一心引领 

按照湖城一体要求，系统谋划瀛湖—中心城—安康湖（汉江

旬阳电站）一体化发展。规划建设一江两岸环江百里，统筹实施

文化旅游、体育运动、亲水体验、休闲观光等重点工程；在中心

城市建设现代化综合旅游服务中心；支持瀛湖创建 5A 景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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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棚户区改造，打造美食、文化、购物等特色旅游街区；整合资

源，建设大香溪城市森林休闲公园；增强高新区现代旅游休闲功

能，发展环城周边特色乡村旅游带；完善住宿、餐饮、交通、导

引等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提升中心城市旅游服务功能，使其成为

安康旅游服安康旅游服安康旅游服安康旅游服务集散和旅游体验中心务集散和旅游体验中心务集散和旅游体验中心务集散和旅游体验中心。。。。 

二、两廊延展 

东西诗画汉江亲水蓝廊东西诗画汉江亲水蓝廊东西诗画汉江亲水蓝廊东西诗画汉江亲水蓝廊：：：：以汉江为轴，东西横贯石泉、汉阴、

紫阳、汉滨、旬阳、白河，以瀛湖为龙头，突出水域风光和人文

风情，依托沿江古城镇、古村落、会馆群，深入挖掘汉水文化、

移民文化、民歌文化、龙舟文化、茶文化、农耕文化，开发亲水

旅游交通，发展游艇游轮旅游，将汉江打造成为人文荟萃的乐山

亲水旅游蓝廊。 

南北秦巴画廊生态绿廊南北秦巴画廊生态绿廊南北秦巴画廊生态绿廊南北秦巴画廊生态绿廊：：：：沿 210、541 国道，南北跨越宁陕、

石泉、汉阴、紫阳、岚皋、平利、镇坪，以南宫山为龙头，以丰

富生态旅游资源为依托，结合石紫岚经济带建设，大力发展自然

观光、生态休闲、康养度假、自驾露营、科考探险、宗教文化、

农耕体验等特色旅游项目，打造秦巴景观廊道，开发旅游绿道，

使其成为山水俱佳的生态健康旅游绿廊。 

三、三区带动 

秦岭之心森林游秦岭之心森林游秦岭之心森林游秦岭之心森林游特色体验区特色体验区特色体验区特色体验区：：：：包括宁陕县全部和石泉县北

部，发挥靠近西安都市旅游圈的区位优势，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县创建为抓手，依托秦岭国家公园建设，重点发展以森林旅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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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休闲观光、山地运动、康养度假、乡村旅游、科考研学、

山珍美食等旅游产品。 

凤凰仙境康养游凤凰仙境康养游凤凰仙境康养游凤凰仙境康养游特色体验区特色体验区特色体验区特色体验区：：：：涉及汉滨、汉阴、紫阳三县区，

以“西城洞天，安康仙境”为品牌，以擂鼓台、铁瓦店等凤凰山

七座山峰为核心区，形成四条辐射带，整合大凤凰山和月河川道

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加快建设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打造集道教

文化、山地度假、休闲养生、乡村旅游、观光农业于一体的综合

型康养旅游体验区。 

巴山之巅草甸游巴山之巅草甸游巴山之巅草甸游巴山之巅草甸游特色体验区特色体验区特色体验区特色体验区：：：：涉及岚皋、平利、镇坪三县。

依托巴山之巅丰富的高山草甸资源，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配套服

务设施，实现飞渡峡、正阳草甸、神河源等景区节点的无障碍连

接，开发集自然风光、汽车露营、低空观光、徒步穿越、科考探

险、山地运动于一体的特色旅游体验区。 

四、四线串联 

结合境内 4条主要国道建设和改造，加快沿线景点建设，完

善沿线绿化，美化沿线民居，完善旅游交通标识，因地制宜规划

建设汽车营地、自行车绿道和重要节点的旅游驿站，使 4 条国道

成为串联景区景点，方便游客自驾、骑行、徒步的景观公路线。 

国道国道国道国道 210210210210（（（（宁陕宁陕宁陕宁陕----石泉石泉石泉石泉））））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串联宁陕皇冠朝阳沟、

秦岭峡谷乐园（室内滑雪场）、筒车湾、悠然山、上坝河，石泉

杨柳风情园、汉江石泉古城、云雾山鬼谷岭景区。规划建设旅游

驿站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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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国道国道国道 541541541541（（（（石泉石泉石泉石泉----汉阴汉阴汉阴汉阴----紫阳紫阳紫阳紫阳----岚皋岚皋岚皋岚皋----平利平利平利平利----镇坪镇坪镇坪镇坪））））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

串联石泉后柳水乡、中坝大峡谷、燕翔洞、雁山瀑布，汉阴凤堰

古梯田，西城洞天，紫阳焕古硒茶小镇、富硒茶观光园、北五省

会馆、文笔山，岚皋千层河-神河源、龙爪子水世界、南宫湖、

巴人部落、南宫山，平利龙洞河-正阳大草甸、天书峡，镇坪飞

渡峡等景区。规划建设旅游驿站 15 个。    

国道国道国道国道 316316316316（（（（石泉石泉石泉石泉----汉阴汉阴汉阴汉阴----汉滨汉滨汉滨汉滨----旬阳旬阳旬阳旬阳----白河白河白河白河））））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串联

汉江石泉古城，汉阴三沈纪念馆、双河口镇，西城洞天，汉滨恒

口古镇，瀛湖，中心城市一江两岸、香溪洞，双龙景区，旬阳太

极城、蜀河古镇、红军纪念馆，白河桥儿沟、庙山寨。规划建设

旅游驿站 10 个。 

国道国道国道国道 346346346346（（（（汉滨汉滨汉滨汉滨----平利平利平利平利））））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景观公路线。。。。串联汉滨县河镇、毛

坝田园，平利美丽乡村（三里垭、龙头村、芍药谷、长安镇）。

规划建设旅游驿站 4 个。                                                      

五、五品融合 

生态旅游产品：依托瀛湖、南宫山、燕翔洞、中坝大峡谷、

汉滨双龙、天书峡等景区，提升生态观光旅游产品。 

亲水旅游产品：依托筒车湾漂流、秦岭峡谷漂流、任河漂流、

恒口水世界、岚皋龙爪子水世界等景区，打造亲水娱乐旅游产品。 

康养旅游产品：依托悠然山、上坝河、皇冠朝阳沟、飞渡峡、

西城洞天、文笔山道教文化养生园等景区和温泉项目，开发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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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旅游产品。 

美食旅游产品：依托特色菜品、风味小吃以及瀛湖鱼宴、旬

阳八大件等安康美食，开发美食旅游产品。 

民宿旅游产品：依托美丽乡村、古镇街区、特色旅游村、农

业观光园，以发展特色民宿客栈为重点，开发民宿旅游产品。 

六、六业联动 

餐饮业餐饮业餐饮业餐饮业——促进安康餐饮业朝着特色化、品牌化、规范化、

连锁化方向发展，并带动富硒食材农产品基地建设。 

住宿业住宿业住宿业住宿业——带动民宿酒店、高星级商务会议酒店、生态度假

酒店及汽车营地、青年旅馆、经济型旅馆建设发展。 

运输业运输业运输业运输业——拉动客货运输、汽车租赁、水上交通、交通救援、

汽车维修等产业发展。 

游览业游览业游览业游览业——带动我市旅行社业和旅游电子商务做大做强，发

展名胜、文博、公园、乡村、街区游览项目。 

商贸业商贸业商贸业商贸业——拉动富硒食品、茶叶绞股蓝、秦巴医药、安康丝

绸、地方手工艺等地方名优特产的生产和销售。 

娱乐业娱乐业娱乐业娱乐业——拉动演艺、游戏、表演、酒吧等娱乐业发展。 

培育龙头企业，规模以上旅游服务企业总数达 60 家；提供

旅游直接就业岗位达到 7 万个，间接就业岗位达到 25 万个。在

完善提升传统旅游六要素的同时，积极发展商、养、学、闲、情、

奇等新旅游六要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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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旅游景区发展规划 

 

创建 5A 级景区 2家，4A 级景区 9家。高 A级景区总数达到

17 家。 

一、核心竞争力景区发展项目 

（（（（一一一一））））瀛湖旅游产业基地建设瀛湖旅游产业基地建设瀛湖旅游产业基地建设瀛湖旅游产业基地建设    

按照“湖城一体”发展思路，以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

目标，围绕“一轴三核三区”空间格局，推进瀛湖大坝旅游服务

区、翠屏水上综合服务区、流水游客服务区等 3大服务区和陕南

茶文化主题旅游小镇、陕西生态时尚文化小镇、汉水文化旅游休

闲基地等 3大功能区建设，规划建设汽车营地和房车营地，加快

实施瀛湖文化旅游产业基地项目，努力把瀛湖建设成为国家生态

涵养旅游发展示范区和滨湖文化旅游小镇聚集区。 

（（（（二二二二））））南宫山景区提升建设南宫山景区提升建设南宫山景区提升建设南宫山景区提升建设    

以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目标，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

游公共服务设施。重点实施大雄宝殿、观光索道、南北大门旅游

服务区建设，保护性开发桂花古梯田、龙安茶园、花里千亩莲花

等原生态农耕体验乡村旅游项目，加快度假康养旅游项目开发，

将南宫山建设成为秦巴地区知名的宗教文化体验旅游区。 

二、重点景区提升项目 

（（（（一一一一））））香溪洞景区香溪洞景区香溪洞景区香溪洞景区    

整合资源，拉大骨架，突出文化体验和休闲康养项目建设，

建成既满足市民休闲又面向游客开放的城市休闲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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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汉滨双龙生态旅游景区汉滨双龙生态旅游景区汉滨双龙生态旅游景区汉滨双龙生态旅游景区    

重点实施度假公寓、龙溪山庄、秦巴民俗旅游特色示范街、

智慧景区等项目建设，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 

（（（（三三三三））））汉阴凤堰古梯田景区汉阴凤堰古梯田景区汉阴凤堰古梯田景区汉阴凤堰古梯田景区    

完善梯田景观和服务设施，建设度假休闲及文化体验项目，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四四四四））））石泉中坝大峡谷景区石泉中坝大峡谷景区石泉中坝大峡谷景区石泉中坝大峡谷景区    

加快秦巴水乡自驾车营地、黄村坝特色旅游村建设，提高景

区管理与服务水平。 

（（（（五五五五））））石泉汉江燕翔洞景区石泉汉江燕翔洞景区石泉汉江燕翔洞景区石泉汉江燕翔洞景区    

强化景区经营管理，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加快灵雀山佛教文

化园建设，推进与熨斗古镇的融合发展。 

（（（（六六六六））））宁陕上坝河旅游度假区宁陕上坝河旅游度假区宁陕上坝河旅游度假区宁陕上坝河旅游度假区    

加快山地运动旅游项目建设，提升旅游度假功能，创建国家

旅游度假区。 

（（（（七七七七））））宁陕秦岭峡谷乐园景区宁陕秦岭峡谷乐园景区宁陕秦岭峡谷乐园景区宁陕秦岭峡谷乐园景区        

    强化景区经营管理，加快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 。 

（（（（八八八八））））紫阳任河漂流生态旅游区紫阳任河漂流生态旅游区紫阳任河漂流生态旅游区紫阳任河漂流生态旅游区    

以扩大规模，丰富业态为重点，加快度假设施建设，充实四

季旅游体验项目。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九九九九））））岚皋神河源岚皋神河源岚皋神河源岚皋神河源--------千层河景区千层河景区千层河景区千层河景区    

资源整合，整体开发，改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围绕高山草



 

 
—  17  — 

甸和森林水景，重点发展参与性、体验性较强的运动度假康养旅

游项目。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十十十十））））平利天书峡旅游景区平利天书峡旅游景区平利天书峡旅游景区平利天书峡旅游景区    

加快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健全旅游要素，丰富以度假休闲为

主的旅游功能。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镇坪飞渡峡旅游区镇坪飞渡峡旅游区镇坪飞渡峡旅游区镇坪飞渡峡旅游区    

加快瀑布群和生态产业园建设，进一步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

旅游服务设施。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 

三、新景区开发项目 

（（（（一一一一））））西城洞天风景区西城洞天风景区西城洞天风景区西城洞天风景区    

跨县区整合大凤凰山文化旅游资源，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和旅

游服务设施建设，开发以道教养心为主题的山地度假旅游产品。

创建国家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 

（（（（二二二二））））汉滨鱼姐河汉滨鱼姐河汉滨鱼姐河汉滨鱼姐河--------牛山生态旅游景区牛山生态旅游景区牛山生态旅游景区牛山生态旅游景区    

建设兼具生态民俗观光、养生休闲度假、宗教文化体验的生

态旅游区。 

（（（（三三三三））））石泉云雾山鬼谷岭旅游景区石泉云雾山鬼谷岭旅游景区石泉云雾山鬼谷岭旅游景区石泉云雾山鬼谷岭旅游景区    

建设以智谋文化为内涵、融祭祀朝拜、森林度假、休闲观光、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休闲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 

（（（（四四四四））））石泉雁山瀑布生态旅游景区石泉雁山瀑布生态旅游景区石泉雁山瀑布生态旅游景区石泉雁山瀑布生态旅游景区    

建设以瀑布观光、运动探险、民俗文化、农耕体验为主要内

容的特色山水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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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宁陕悠然山景区宁陕悠然山景区宁陕悠然山景区宁陕悠然山景区    

建设中国陕西生态森林博物馆及休闲度假疗养于一体的高

端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六六六六））））紫阳大巴山茶马文化旅游区紫阳大巴山茶马文化旅游区紫阳大巴山茶马文化旅游区紫阳大巴山茶马文化旅游区    

建设集茶山观光、茶饮购物、民歌表演、茶 SPA、主题民宿

于一体的茶文化主题生态休闲旅游区。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七七七七））））平利正阳大草甸龙洞河景区平利正阳大草甸龙洞河景区平利正阳大草甸龙洞河景区平利正阳大草甸龙洞河景区    

建设兼具瀑布观光、草甸露营、山地运动、徒步探险等功能

的生态旅游景区。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八八八八））））平利芍药谷景区平利芍药谷景区平利芍药谷景区平利芍药谷景区    

建设融生态休闲、茶文化体验、亲水娱乐于一体的休闲旅游

度假景区。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九九九九））））旬阳神仙洞旅游景区旬阳神仙洞旅游景区旬阳神仙洞旅游景区旬阳神仙洞旅游景区    

建设集溶洞景观、现代农业园、中药种植基地于一体的生态

康养休闲旅游景区。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十十十十））））白河县庙山寨景区白河县庙山寨景区白河县庙山寨景区白河县庙山寨景区    

建设以中药观光园、道教养生馆、仿古商业街、绿松石展销

为一体的道教文化旅游景区。 

四、红色旅游发展项目 

（（（（一一一一））））牛蹄岭红色旅游景区牛蹄岭红色旅游景区牛蹄岭红色旅游景区牛蹄岭红色旅游景区    

加紧实施国家红色旅游项目，建设集瞻仰缅怀、红色教育、

休闲度假为主题的现代红色文化旅游景区。 

（（（（二二二二））））宁陕江口红色旅游风情小镇宁陕江口红色旅游风情小镇宁陕江口红色旅游风情小镇宁陕江口红色旅游风情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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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楚雄烈士纪念园和江口回族小镇为核心，建设红色旅游

风情小镇。 

（（（（三三三三））））旬阳红军纪念馆景区旬阳红军纪念馆景区旬阳红军纪念馆景区旬阳红军纪念馆景区    

完善旅游功能，丰富体验内容，将其建成红色旅游精品项

目。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四四四四））））白河县天宝三苦精神体验园白河县天宝三苦精神体验园白河县天宝三苦精神体验园白河县天宝三苦精神体验园    

围绕三苦精神，打造集励志教育、休闲农业、养生度假为一

体的现代红色旅游体验型景区。 

五、旅游新业态开发项目 

围绕旅游新业态，重点策划开发建设低空飞行旅游小镇、文

笔山道教文化养生园、秦巴旅游商品生产基地、引汉济渭“思源

旅游”新型水利旅游景区、怀让禅修养生苑建设、山水实景文化

旅游演艺、化龙山山地户外运动旅游基地、安康市自驾车营地体

系、汉江游艇俱乐部、恒口温泉旅游度假区等项目。 

 

第五章 城镇及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一、旅游城镇建设 

（（（（一一一一））））省级文化旅游名镇省级文化旅游名镇省级文化旅游名镇省级文化旅游名镇（（（（街区街区街区街区））））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1111....石泉明清古街区石泉明清古街区石泉明清古街区石泉明清古街区    

以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为目标，挖掘文化内涵，丰富体

验活动，打造“清泉石上流”旅游品牌。 

2222....旬阳蜀河古镇旬阳蜀河古镇旬阳蜀河古镇旬阳蜀河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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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滨江观光、特色小吃、文化体验、民俗酒店特色街

区，将蜀河古镇打造成为汉水旅游名镇。 

3333....白河城关镇文化旅游街区白河城关镇文化旅游街区白河城关镇文化旅游街区白河城关镇文化旅游街区    

继续实施桥儿沟与河街明清古建筑保护性修缮开发工程，加

强业态引入，建成特色文化旅游街区。 

4444....汉阴双河口镇汉阴双河口镇汉阴双河口镇汉阴双河口镇    

重点恢复古栈道，建设手工作坊、何振亚将军纪念馆以及特

色饮食街等文化旅游项目。 

（（（（二二二二））））旅游特色小镇建设项目旅游特色小镇建设项目旅游特色小镇建设项目旅游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1111....汉滨区瀛湖镇汉滨区瀛湖镇汉滨区瀛湖镇汉滨区瀛湖镇((((水画水画水画水画小镇小镇小镇小镇))))    

省级特色小镇。重点开发亲水项目组团、渔文化项目组团、

滨湖民宿度假项目组团。 

2222....汉滨区流水镇汉滨区流水镇汉滨区流水镇汉滨区流水镇((((滨湖小镇滨湖小镇滨湖小镇滨湖小镇))))    

实施汉广文苑、自驾营地、民宿客栈、养生度假区四大项目，

建设以健康养生、休闲度假为主题的滨湖旅游小镇。    

3333....汉滨区恒口镇汉滨区恒口镇汉滨区恒口镇汉滨区恒口镇((((文化古镇文化古镇文化古镇文化古镇))))    

重点实施传统建筑保护性修复改造，恢复传统老院落，融入

现代休闲业态，发展古镇休闲、民宿度假旅游项目。 

4444....汉滨区县河镇汉滨区县河镇汉滨区县河镇汉滨区县河镇((((欢乐水镇欢乐水镇欢乐水镇欢乐水镇))))    

建设集绿色生态产业、健康养老产业、休闲度假产业、影视

文化产业、观光体验、特色美食、旅游购物为一体的中国原创水

主题旅游文化综合产业区。 

5555....石泉县后柳镇石泉县后柳镇石泉县后柳镇石泉县后柳镇（（（（水乡小镇水乡小镇水乡小镇水乡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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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滨江仿古水街，开发滨水民宿，完善古镇旅游交通、环

卫设施、导引标识等旅游公共服务功能。 

6666....宁陕县皇冠镇宁陕县皇冠镇宁陕县皇冠镇宁陕县皇冠镇((((健康小镇健康小镇健康小镇健康小镇))))        

省级特色小镇。建设集康体养生、避暑疗养、户外运动、森

林体验、秦岭民宿为一体的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小镇。 

7777....紫阳县焕古镇紫阳县焕古镇紫阳县焕古镇紫阳县焕古镇((((硒茶硒茶硒茶硒茶小镇小镇小镇小镇))))    

实施街区、民居仿古改造，形成古香茶韵特色，打造茶歌文

化古镇风貌。 

8888....岚皋县南宫山镇岚皋县南宫山镇岚皋县南宫山镇岚皋县南宫山镇((((旅游小镇旅游小镇旅游小镇旅游小镇))))    

南线开发以梯田、茶山为吸引的休闲农业，北线发展以巴

山、巴人、巴文化大戏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开发特色民宿。 

9999....平利县平利县平利县平利县长安镇长安镇长安镇长安镇((((休闲茶镇休闲茶镇休闲茶镇休闲茶镇))))    

建设茶文化观光、茶养生休闲区、茶乡俗体验区三大功能

区，建设露天开放式的茶文化博物园。 

10101010....旬阳县城关镇旬阳县城关镇旬阳县城关镇旬阳县城关镇((((太极古城太极古城太极古城太极古城))))    

以文化太极为主题，打造集观光休闲、民宿体验、度假养生、

美食购物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古城旅游产品。 

二、乡村旅游发展 

（（（（一一一一））））重点旅游示范村发展项目重点旅游示范村发展项目重点旅游示范村发展项目重点旅游示范村发展项目    

1111....汉滨区流水镇七里村汉滨区流水镇七里村汉滨区流水镇七里村汉滨区流水镇七里村((((七里富硒有机农业示范园七里富硒有机农业示范园七里富硒有机农业示范园七里富硒有机农业示范园))))    

建设茶渔趣生态旅游园和富硒有机农业示范园，发展滨湖民

宿，配套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打造最美旅游社区。 

2222....汉阴县漩涡镇东河村汉阴县漩涡镇东河村汉阴县漩涡镇东河村汉阴县漩涡镇东河村((((东河民俗文化展示集散地东河民俗文化展示集散地东河民俗文化展示集散地东河民俗文化展示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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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茶文化主题公园、生态休闲度假体验区、生态民宿集群带。 

3333....石泉县后柳镇永红村石泉县后柳镇永红村石泉县后柳镇永红村石泉县后柳镇永红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    

建设古镇商贸街、酒吧咖啡街、风味美食街、旅游购物街等

四条特色街区，打造特色农家民宿客栈群。 

4444....宁陕县筒车湾镇七里村宁陕县筒车湾镇七里村宁陕县筒车湾镇七里村宁陕县筒车湾镇七里村((((筒车水乡筒车水乡筒车水乡筒车水乡▪▪▪▪七里人家七里人家七里人家七里人家))))    

打造成集餐饮服务、休闲娱乐、生态度假、观赏体验、特色

种植养殖等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村。 

5555....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北五省会馆文化体验园北五省会馆文化体验园北五省会馆文化体验园北五省会馆文化体验园))))    

依托“北五省会馆”、“富硒茶园”等资源优势，开发茶观光

体验园、茶民俗博物馆、农家民宿客栈等旅游项目。 

6666....岚皋县四季镇天坪村岚皋县四季镇天坪村岚皋县四季镇天坪村岚皋县四季镇天坪村((((天坪民俗度假休闲旅游地天坪民俗度假休闲旅游地天坪民俗度假休闲旅游地天坪民俗度假休闲旅游地)  )  )  )      

提升改造巴人民居，新建食材花园、小型林果采摘园、中药

材种植基地，打造乡村美食旅游村。 

7777....平利县城关镇三里垭村平利县城关镇三里垭村平利县城关镇三里垭村平利县城关镇三里垭村((((三里垭贡茶康养园三里垭贡茶康养园三里垭贡茶康养园三里垭贡茶康养园))))    

以贡茶文化为核心，建设综合型旅游度假区和美丽乡村慢生

活体验区。 

8888....镇坪县曙坪镇阳安村镇坪县曙坪镇阳安村镇坪县曙坪镇阳安村镇坪县曙坪镇阳安村((((曙河旅游示范带曙河旅游示范带曙河旅游示范带曙河旅游示范带))))    

依托飞渡峡景区，开发农业休闲、农耕体验、农家美食等旅

游项目，发展巴山民宿。 

9999....旬阳段家河镇薛家湾村旬阳段家河镇薛家湾村旬阳段家河镇薛家湾村旬阳段家河镇薛家湾村（（（（薛家湾采摘体验园薛家湾采摘体验园薛家湾采摘体验园薛家湾采摘体验园））））    

建设千亩拐枣园、樱桃园和樱桃山庄，实施特色民居改造，

打造乡村采摘体验旅游村。 

10101010....白河县西营镇蔓营村白河县西营镇蔓营村白河县西营镇蔓营村白河县西营镇蔓营村((((白河水色主题庄园村白河水色主题庄园村白河水色主题庄园村白河水色主题庄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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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民公社主题文化园、美食休闲街、休闲度假山庄等旅

游休闲项目。 

（（（（二二二二））））乡村旅游发展特色项目乡村旅游发展特色项目乡村旅游发展特色项目乡村旅游发展特色项目    

1111....月河川道休闲农业旅游带建设月河川道休闲农业旅游带建设月河川道休闲农业旅游带建设月河川道休闲农业旅游带建设    

建设一批特色旅游村、旅游古镇(街区)、农业旅游观光园区、

休闲旅游农庄、农家乐大户，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 

2222....汉滨区大同镇鲁家村汉滨区大同镇鲁家村汉滨区大同镇鲁家村汉滨区大同镇鲁家村((((陕南民俗旅游第一村陕南民俗旅游第一村陕南民俗旅游第一村陕南民俗旅游第一村))))    

建设集安康民居建筑、古作坊体验、非物质文化艺术展演、

生态农家体验为一体的陕南民俗旅游村。 

3333....汉滨区茨沟镇老庄村汉滨区茨沟镇老庄村汉滨区茨沟镇老庄村汉滨区茨沟镇老庄村((((老庄休闲度假亲水园老庄休闲度假亲水园老庄休闲度假亲水园老庄休闲度假亲水园))))    

建设峡谷漂流、亲水乐园、荷塘月色、度假养生、小镇购物

街等旅游项目。 

4444....汉滨牛蹄镇京康富硒茶业休闲观光园汉滨牛蹄镇京康富硒茶业休闲观光园汉滨牛蹄镇京康富硒茶业休闲观光园汉滨牛蹄镇京康富硒茶业休闲观光园    

建设成集旅游、观光、休闲、养生、生态农业于一体的休闲

观光园。 

5555....石泉县城关镇杨柳社区石泉县城关镇杨柳社区石泉县城关镇杨柳社区石泉县城关镇杨柳社区((((杨柳秦巴风情园杨柳秦巴风情园杨柳秦巴风情园杨柳秦巴风情园))))    

依托杨柳风情园，打造成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

3A 级旅游景区。 

6666....平利美丽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平利美丽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平利美丽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平利美丽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    

建设西北著名自驾旅游目的地和“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开

发民宿度假产品，创建美丽乡村旅游示范区。 

7777....平利县平利县平利县平利县城关镇城关镇城关镇城关镇龙头村龙头村龙头村龙头村((((桃源仙境体验中心桃源仙境体验中心桃源仙境体验中心桃源仙境体验中心))))    

突出农耕文化，提升配套服务，融合田园体验、乡村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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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度假，全方位打造龙头村的独特性卖点。 

8888....白河县城关镇群力村白河县城关镇群力村白河县城关镇群力村白河县城关镇群力村（（（（云间桃花游览园云间桃花游览园云间桃花游览园云间桃花游览园））））    

依托万亩果园，建设集地方特色美食、民俗、风情、游览观

光体验的美丽乡村田园。 

三、旅游扶贫 

以国家确定的 254 个旅游扶贫村为重点，立足资源条件，坚

持规划引导，捆绑各类项目资金，切实改善制约贫困村旅游发展

的交通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发挥特色优势，开发田园观

光、农家美食、民宿休闲、山货购物、民俗体验、瓜果采摘、手

工制作等旅游项目。加强旅游技能培训，提升旅游扶贫村的服务

管理水平，扩大贫困户的旅游就业。搞好旅游扶贫公益活动和结

对帮扶。通过城镇带动型、景区依托型、乡村发展型、产业拓展

型等旅游扶贫模式，推动全市脱贫攻坚加快步伐。围绕旅游基础

服务设施，每村各建设游客中心 1 个，停车场 1处（100 个车位

以上），旅游厕所 4-5 个，旅游标识体系 1 套。争创秦巴国家旅

游扶贫实验区。 

 

第六章 旅游市场营销规划 

 

一、市场目标定位 

充分开发陕南基础市场，巩固扩张“关--天”主体市场，强

力拓耕川渝鄂新兴市场，重点深挖大西北潜力市场，培育开拓南

水北调沿线城市专题市场，使客源市场不断从省内向省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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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要向东、向南拓展，构建多元目标市场结构。 

二、市场形象推广 

（（（（一一一一））））形象定位与宣传口号形象定位与宣传口号形象定位与宣传口号形象定位与宣传口号    

形象定位形象定位形象定位形象定位：：：：秦巴明珠·生态安康 

宣传口号宣传口号宣传口号宣传口号：：：：    

要健康来安康 

养生硒谷，养心安康 

好山好水好安康 

把安康带回家 

一江清水供北京，饮水思源游安康 

（（（（二二二二））））    组织专题旅游活动组织专题旅游活动组织专题旅游活动组织专题旅游活动    

继续办好中国汉江龙舟节和汉阴油菜花旅游季，强化旅游功

能，突出品牌效应，发挥对旅游的拉动作用。 

针对本地客源市场，推出优惠政策，组织安康人游安康旅游

活动。 

依托“南水北调”和“引汉济渭”工程，面向沿线城市的客

源市场，组织饮水思源游安康旅游活动。 

（（（（三三三三））））市场营销举措市场营销举措市场营销举措市场营销举措    

注重平面媒体和户外媒体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

合，不断优化传媒宣传模式。 

建立市场营销创新奖励机制，引导并支持旅游市场经营主体

创新旅游营销方式、方法。 

密切秦巴汉水区域旅游协调与合作，加强与主要客源城市的

旅游合作，形成稳固的国内客源市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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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旅游信息化网络营销平台；与知名线上旅游企业合作，

提供线上产品预订；发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高效开展口

碑营销。 

借助《汉水安康》电视片播出，进一步挖掘整理安康文化旅

游资源特色，借势营销宣传。 

 

第七章 旅游产业要素规划 

 

一、旅游住宿 

培育 5星级饭店 1 家，4 星级饭店 3 家，全市旅游接待床位

达到 7万张以上。形成以安康城区为中心、各县县城为集散地、

旅游景区为延伸、古镇乡村为辐射的旅游住宿格局。 

在中心城市提升改造具有商务会议功能的高档次旅游饭

店，规划建设度假酒店、汽车营地、青年旅馆和经济型旅馆。 

重点培育秦岭隐居民宿、汉水江村民宿、巴山人家民宿，打

造民宿基地，形成安康旅游住宿特色品牌。 

支持旅游住宿业特许连锁经营和品牌化经营；引入知名旅游

饭店管理企业，帮助本土旅游住宿业发展。 

二、旅游交通 

争取西渝高铁开工；加快富强机场、平镇和安岚高速公路建

设；推动“西康、十天”、“西汉、十天”和“西汉、西康”连接

线建设；加快 541 国道建设和 316 国道改造；构建全市旅游大交

通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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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瀛湖--紫阳洞河及环湖路、平利县城至天书峡、汉

阴双河口镇至宁陕上坝河、旬阳县城--羊山、岚皋石门--神河源

等景区连接线公路建设；积极推动旬阳--平利、岚皋--重庆城口

连县道路建设；规划设计汉滨凤凰山省级森林公园--紫阳擂鼓台

--汉阴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连接道路。 

在瀛湖流水、后柳水乡、秦岭峡谷、筒车湾、皇冠镇、凤堰

古梯田、焕古镇、正阳草甸、神河源、马盘山、三里垭、飞渡峡、

汉滨双龙、茨沟镇等地规划建设汽车营地和房车营地。 

加快境内道路交通旅游标识系统建设，完善旅游交通咨询服

务；加强中心城市、县城古镇、旅游景区、旅游村的停车场建设，

方便自驾旅游。 

改善提升汉江沿线水运码头建设，运用新型环保观光游船、

游艇，开发兼具出行、观光、娱乐功能的水上旅游交通。 

支持成立专业旅游车船运输企业，鼓励开展旅游汽车租赁服

务，建立快捷方便的网络预订系统。 

三、旅行社 

培育 10 家左右对安康旅游业发展起重大带动作用的龙头旅

行社。 

积极应对散客、自驾游的消费新需求，支持创新旅行社经营

方式，走特色化、专业化的发展之路。 

引进国内外知名旅行社及重点客源市场大型旅行社在安康

建立分支机构或合作开办旅行社，助力国内外旅游市场开发。 

四、旅游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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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富硒、有机、绿色为特质，挖掘、提升、创新安康美食小

吃、特色菜肴、传统宴席，丰富产品体系，打造安康美食品牌。 

建设美食旅游综合体，开发特色美食街区，发展美食农家。

培育旅游美食特色店、老字号和示范店。 

建立旅游餐饮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体系。 

五、旅游购物 

旅游购物收入在旅游收入中的比重达到 20%以上。 

扶持建立旅游商品生产基地，加强以富硒产业为主的旅游商

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在旅游城镇及景区发展特色旅游购物商店，在游客集中场所

设立销售网点橱柜，方便游客旅游购物。 

六、旅游娱乐 

加快旅游娱乐街区和娱乐场所的规划建设，鼓励和引导旅游

综合体的开发建设。 

依托汉调二黄、紫阳民歌等文化资源，策划旅游演艺产品，

彰显安康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 

 

第八章 旅游公共服务规划 

 

一、旅游服务中心建设 

一一一一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在高新区建设安康旅游服务集散中

心，并将终端延伸至车站、机场、码头等游客聚集地。利用区域

交通枢纽的优势，使之逐步发展成为秦巴区域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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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二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二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二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在各县区依托客源主要出入口或

集散点，建设二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三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三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三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三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在全市高 A 级景区、旅游特色名

镇、旅游示范村，建设三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旅游驿站旅游驿站旅游驿站旅游驿站——在旅游景观公路线、岚皋-平利-镇坪巴山草甸

建设旅游驿站，在森林公园建设森林驿站，为自驾、骑行、徒步

游客，提供咨询、休息、补给、车辆借还等基本旅游服务。 

二、旅游标识系统建设 

按照标准，规范设置全市景区导览标识，重点完善游览标

识、安全警示标识、旅游公共服务标识等。 

按照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完善境内高速公路、

省道、旅游专线公路、城市道路的旅游交通引导标识。 

三、智慧旅游系统建设 

加快数字景区建设，力争到 2020 年，全市 4A 级以上景区基

本实现智慧化管理。 

加快全市旅游无线网络建设，积极推动全市 3A 级以上景

区、公共场所和旅游饭店实现免费无线宽带全覆盖。 

积极发展“互联网+旅游”，推进旅游电子商务产业化发展。 

四、旅游安全保障强化 

建立旅游、安监、公安、消防、药监、交通、气象等部门齐

抓共管的旅游安全管理协调工作机制。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落实安全责任，

强化监督检查，建立问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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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经营单位旅游安全配套设施，强化安全制度和工作措

施，完善各级各类旅游安全应急预案。 

五、旅游行政服务提升 

全面提升政府对旅游环境管理、游客投诉处理、旅游投资咨

询等旅游公共服务职能。 

提升政府旅游门户网站、官方微博、旅游咨询热线的综合服

务能力，构建一站式旅游咨询服务通道。 

建立健全旅游投诉处理机制和游客满意度测评体系，倡导旅

游诚信经营和优质服务。 

六、旅游厕所建设 

不断推进厕所革命，在游客集中场所，按照简约、卫生、实

用、环保的要求，抓好旅游厕所建设，并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厕

所免费向公众开放。 

切实完善管理制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做好旅游厕所的日

常管理和维护，确保旅游厕所设施齐全、干净卫生。 

 

第九章 县区发展导引规划 

 

一、汉滨区——中心城市体验游 

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全市一级旅游中心地全市一级旅游中心地全市一级旅游中心地全市一级旅游中心地。。。。    

提升中心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完善城市景观、打造旅游街

区、发展环城乡村旅游。 

重点抓好双龙生态旅游区提升，西城洞天（汉滨段）、鱼姐河



 

 
—  31  — 

--牛山新景区开发，瀛湖、恒口、流水、县河 4 个旅游特色小镇

建设，流水七里旅游示范村和茨沟老庄村、大同鲁家村、牛蹄京

康富硒茶观光园特色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发展特色民宿客栈 4家。 

二、汉阴县——田园风光美食游    

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田园乡村游目的地田园乡村游目的地田园乡村游目的地田园乡村游目的地。。。。    

做强一山（凤凰山）、 一田（凤堰梯田）、两谷（汉江峡谷

生态旅游和月河谷地农业旅游）、两镇（双河口和漩涡镇）。 

重点抓好凤堰梯田景区提升，西城洞天（汉阴段）新景区开

发，双河口、漩涡特色旅游小镇和漩涡镇东河旅游示范村建设。

发展特色民宿客栈 3 家。 

三、石泉县——金蚕之乡山水游 

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汉江最美印象地中国汉江最美印象地中国汉江最美印象地中国汉江最美印象地。。。。    

整合资源，整合景区，整合游线，整合营销。 

重点抓好中坝大峡谷、燕翔洞景区提升建设，鬼谷岭、雁山

瀑布、云栖后柳新景区开发，明清古街省级旅游文化古镇、后柳

水乡旅游特色小镇、黄村坝旅游示范村和秦巴杨柳风情园建设。

发展特色民俗客栈 5 家。 

四、宁陕县——秦岭之心健身游 

导导导导引总目标引总目标引总目标引总目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秦岭山地休闲最佳目的地秦岭山地休闲最佳目的地秦岭山地休闲最佳目的地秦岭山地休闲最佳目的地。。。。    

开拓休闲市场，发展山地休闲，推进森林休闲，培育绿道休

闲，打造小镇休闲。 

重点抓好筒车湾、上坝河景区提升，悠然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创建，江口红色风情小镇、皇冠旅游特色小镇和筒车湾七里旅游



 
—  32  — 

示范村建设。发展特色民宿客栈 4 家。 

五、紫阳县——茶道之乡养心游 

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茶茶茶茶、、、、道道道道、、、、民歌特色体验旅游目的地民歌特色体验旅游目的地民歌特色体验旅游目的地民歌特色体验旅游目的地。。。。    

着力打造健康美食游特色产品，培育文化旅游特色产品，打

造生态度假特色产品。 

重点抓好任河漂流景区提升，西城洞天（擂鼓台）、大巴山

茶马文化旅游区新景区开发，焕古硒茶小镇和营梁旅游示范村建

设。发展特色民宿客栈 2 家。 

六、岚皋县——巴山画廊生态游 

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国家全域旅游示国家全域旅游示国家全域旅游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范区范区范区，，，，巴山巴山巴山巴山““““生态观光生态观光生态观光生态观光++++休闲休闲休闲休闲

度假度假度假度假””””复合型旅游目的地复合型旅游目的地复合型旅游目的地复合型旅游目的地。。。。    

强化南宫山极核带动，畅通景区连接道路，构建差异互补的

旅游产品体系。 

重点抓好南宫山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千层河-神河源景区提

升，南宫山镇旅游特色小镇和四季镇天坪旅游示范村建设。建设

特色民宿客栈 4家。 

七、平利县——最美乡村民宿游 

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中国大巴山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国大巴山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国大巴山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国大巴山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    

打造巴山美丽旅游乡村、建设巴山美丽旅游小镇、培育巴山

美丽旅游廊道，着力发展特色民宿旅游产品。 

重点抓好天书峡景区提升，正阳大草甸--龙洞河、芍药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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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水沟新景区开发，长安旅游特色小镇、大贵洛河田园风光带和

三里垭旅游示范村建设，美丽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发展特色民

宿客栈 5 家。 

八、镇坪县——长寿之乡探秘游 

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中国大巴山秘境旅游目的地中国大巴山秘境旅游目的地中国大巴山秘境旅游目的地中国大巴山秘境旅游目的地。。。。    

建设巴山秘境景区，撬动探秘旅游市场。 

重点抓好飞渡峡景区提升，鸡心岭、古盐道、曙坪镇曙河旅

游示范带建设。发展特色民宿客栈 1 家。 

九、旬阳县——山水太极康养游 

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汉江东段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汉江东段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汉江东段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汉江东段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    

加快在旅游可进入性、城镇旅游发展、旅游景区建设上实现

突破。 

重点抓好红军纪念馆景区提升，神仙洞新景区开发，蜀河古

镇省级文化旅游名镇、城关旅游特色小镇和段家河薛家湾旅游示

范村建设。发展特色民宿客栈 2家。 

十、白河县——秦头楚尾风情游    

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导引总目标--------大汉江东端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大汉江东端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大汉江东端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大汉江东端复合型生态旅游目的地。。。。    

聚力县城旅游文化街区和红石河景区建设，北承西安市场，

南启湖北市场。 

重点抓好天宝“三苦精神”体验园项目开发，桥儿沟省级文化

旅游街区和西营镇蔓营旅游示范村建设。发展特色民宿客栈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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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保障措施 

 

一、体制支持 

——建立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工作机制，强化综合协调职

能，统筹全市旅游产业加快发展。 

——构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主体负责”

的市场管理机制。探索建立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 

——强化旅游行业协会职能，完善行业基础运营监管的自律

功能。 

二、政策支持 

——将旅游基础设施和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编制和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村镇规

划要充分考虑旅游业发展需要。 

——积极落实国家支持旅游建设发展用地政策，切实保障旅

游业发展土地供应。 

——切实落实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以及小微

旅游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三、资本支持 

——加大政府对旅游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捆绑各类相关项

目资金，支持旅游项目建设。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旅游发展的信贷支持，积极扶持旅游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旅游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引导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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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在乡村旅游建设、旅游商品开发方面发挥作用。 

四、智力支持 

——发挥高等院校的作用，建立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强化从

业人员业务培训。 

——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围绕项目策划、工程、经营管

理、旅游服务等，培养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 

——聘请省市知名旅游研究学者、旅游行业专家等优秀人

才，组成支持安康旅游发展的高级智库。 

五、生态支持 

——建立全市旅游资源统一管控机制，强化涉旅项目的前置

审查，防止资源无序开发。 

——建立旅游资源利用的准入退出机制，对于长期占有资源

而不能合理利用的投资者坚决收回资源使用权，对不合理开发建

设导致资源环境破坏的要进行追责。 

——制定完善旅游环境生态保育措施，建立健全旅游生态监测

机制，严格旅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促进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文化支持 

——借助《汉水安康》电视片，以云栖后柳文化公司为平台，

实施“发现安康”行动计划。 

——挖掘文化遗产，寻找文化传承人，丰富安康文化遗产名

录，开发旅游表演和演艺产品； 

——挖掘地方美食，把最好吃、最正宗、做得最好的品种和

店家找出来，打造安康旅游美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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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传统手艺，如木工、编织、制作、工艺、酿造、雕

刻、绘画等，发现这方面的能工巧匠，开发安康文化旅游商品； 

——挖掘土特产品，进行加工提升和文化包装，丰富安康旅

游购物； 

——挖掘老房子老院落，进行保护修缮和改造，开发民宿酒

店、民俗馆、博物馆。不断丰富安康旅游的文化内涵。 

 

附件：安康市旅游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表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