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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文件 

 

 

安政发〔2017〕41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安康市旅游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7 年—2019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安康市旅游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7 年-2019 年）》

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康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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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旅游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7 年—2019 年） 

 

为进一步加快旅游产业发展，努力将我市建设成为西部一

流、全国知名的休闲度假胜地和健康养生旅游目的地。根据《安

康市旅游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抢抓中省市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和大交通改善重大

机遇，按照全域旅游发展要求，科学构建“一心引领、两廊延展、

三区带动、四线串联、五品融合、六业联动”发展布局，围绕“强

基础、提质量、增效益、补短板”，着力打造城乡联动、多元发

展、要素集聚、功能完备的生态休闲、亲水娱乐、康养度假、特

色民宿、富硒美食旅游产品体系，培育旅游核心竞争力，推动旅

游供给侧改革，力争用 3 年时间把旅游产业培育成为富民强市的

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强力引擎。 

二、发展目标 

（（（（一一一一））））经济指标经济指标经济指标经济指标。。。。2017-2019 年，全市旅游年接待总量分别达

到 3265 万人次、3493 万人次、3738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分别

实现 194 亿元、224 亿元、259 亿元。 

（（（（二二二二））））具体目标具体目标具体目标具体目标。。。。力争到 2019 年，创建 1 家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4 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 2家省级旅游度假区；培育 1 家五星

级饭店、2 家四星级饭店和 6 家龙头旅行社；创建 3 个省级特色

旅游名镇和 5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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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点任务 

（（（（一一一一））））强基础强基础强基础强基础，，，，聚聚聚聚焦焦焦焦““““一山一山一山一山、、、、一湖一湖一湖一湖、、、、一城一城一城一城””””，，，，培育旅游核心竞培育旅游核心竞培育旅游核心竞培育旅游核心竞

争力争力争力争力    

1. 1. 1. 1. 创建南宫山创建南宫山创建南宫山创建南宫山 5A5A5A5A 级景区级景区级景区级景区    

按照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要求，提升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早日将南宫山建设成为秦巴地区知名的宗教文

化体验旅游区。2017 年，通过 5A 级省级资源评价，纳入全省 5A

级景区创建备选名单；完成大雄宝殿、旅游厕所、南北大门旅游

服务区等建设。2018 年，完善创建实施方案，重点实施观光索道、

智慧景区、标识体系、安保设施、环卫设施等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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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对照标准，查缺补漏，全力做好国家旅游局迎

验准备，力争通过国家专家组验收。 

责任单位：岚皋县政府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2. 2. 2. 2. 建设瀛湖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建设瀛湖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建设瀛湖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建设瀛湖文化旅游产业基地    

按照“湖城一体”发展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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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施瀛湖文化旅游

产业基地建设项目。2017 年，委托旅游专业机构全程指导 5A 级

景区创建，启动 5A 级景区创建调查摸底、可行性评估等前期基

础工作；完成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创建；以提升外部形

象为重点，完成瀛湖大坝旅游服务区综合改造、金螺岛提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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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汉翠屏旅游服务区建设工程。2018—2019 年，以丰富旅游产品

建设为重点，规划实施瀛湖水画小镇，流水旅游服务区、度假区、

富硒茶谷、康乐养生区、富硒生态科技观光园，瀛湖生态农业休

闲体验区、民俗文化基地、环湖马拉松竞赛赛道、夜游瀛湖，吉

河绿动主题公园，香溪洞牛蹄岭红色旅游、4A 级景区提升等功能

性产品体系建设；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为重点，提升完善游客中

心、标识体系、旅游厕所、安全设施、智慧旅游、景区道路等旅

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通过 5A 级景区创建省级资源评价，

纳入全省 5A 级景区创建备选名单。 

责任单位：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市规划局、市质监局、市体育局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3. 3. 3. 3. 建设中心城区建设中心城区建设中心城区建设中心城区““““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一江两岸””””    

按照“湖城一体”发展要求，规划建设瀛湖中心城区一江两

岸环江百里休闲旅游观光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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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结合棚户区改造，启动

建设鹭湾中央公园、新罗公园、江滩公园三期、西津公园，打造

美食文化购物特色旅游街区；强化城市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结合安康大道、江北大道、巴山路、316 国道城市过境路、金州

北路等城市道路综合改造，提升绿化、亮化，完善交通、旅游标

识；中心城区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1000 个、投放公共自行车 1000

辆。2018—2019 年，围绕城市旅游发展，按照旅游目的地城市建

设要求，继续深化一江两岸建设；持续推进城市道路综合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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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公共停车泊位、城市公厕数量；规划建设城市休闲绿道、自

行车道和城市特色街区。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配合单位: 市旅发委、市规划局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二二二二））））提质量提质量提质量提质量，，，，做精做强旅游产品开发做精做强旅游产品开发做精做强旅游产品开发做精做强旅游产品开发    

4.4.4.4.巩固提升巩固提升巩固提升巩固提升 4A4A4A4A 级景区级景区级景区级景区    

2017 年，对照创建标准，提升全市 4A 级景区水、电、路、

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游客中心、停车场、标识体系、环卫设

施、旅游厕所、安全设施、智慧旅游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2018

—2019 年，丰富 4A 级景区参与性、游乐性、消费性旅游业态，

强化景区管理，提供优质服务，打造精品旅游景区；支持鼓励有

条件的景区，积极争创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责任单位：有关县区政府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5.5.5.5.加快重点景区开发加快重点景区开发加快重点景区开发加快重点景区开发    

2017 年，加快汉滨鱼姐河、宁陕悠然山、石泉云雾山鬼谷岭、

鬼谷庄、雁山瀑布、紫阳擂鼓台、平利芍药谷、正阳大草甸、旬

阳神仙洞、白河庙山寨等新景区开发，力争 3—5 家建成开园。

2018—2019 年，推进汉阴凤堰古梯田、宁陕秦岭峡谷乐园、岚皋

神河源•千层河、紫阳任河漂流、大巴山茶马文化旅游区、高新

秦巴生态文化旅游区等重点景区建设，完善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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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服务设施。力争创建 4家以上 4A 级景区。 

责任单位：有关县区政府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6.6.6.6.加强红色旅游项目开发加强红色旅游项目开发加强红色旅游项目开发加强红色旅游项目开发    

加快建设汉滨牛蹄岭、旬阳红军纪念馆、宁陕江口红色旅游

风情小镇、白河天宝三苦精神体验园等红色旅游项目，完善基础

设施，强化配套功能，打造集瞻仰缅怀、国防教育、红色感悟、

休闲度假为主题的现代红色文化旅游精品景区。 

责任单位：有关县区政府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7.7.7.7.培育旅游新业态培育旅游新业态培育旅游新业态培育旅游新业态    

2017 年，规划开发石泉云栖后柳民俗客栈、紫阳文笔山道教

文化养生园、恒口沐尚温泉、岚皋西部水域度假城等康养旅游项

目。2018—2019 年，完善提升石泉秦巴水乡、平利马盘山自驾车

营地；规划建设瀛湖流水、宁陕秦岭峡谷乐园、岚皋神河源•千

层河、汉阴凤堰古梯田、镇坪飞渡峡•黄安坝自驾车营地，构建

安康市自驾车营地体系；规划建设瀛湖水上运动中心、安康湖汉

江游艇俱乐部、宁陕上坝河山地运动中心、皇冠自行车赛道、平

河梁运动员训练基地、镇坪化龙山山地户外运动旅游基地等体育

旅游项目；结合汉阴、石泉通用机场建设，策划开发低空旅游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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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有关县区政府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旅发委、市体育局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8.8.8.8.狠抓乡村旅游示范工程狠抓乡村旅游示范工程狠抓乡村旅游示范工程狠抓乡村旅游示范工程    

（1）全面完成石泉明清古街区、旬阳蜀河古镇、白河桥儿

沟街区 3 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街区）建设；加快汉滨流水滨湖

小镇、县河欢乐水镇、恒口文化古镇、石泉后柳水乡小镇、宁陕

皇冠健康小镇、紫阳焕古硒茶小镇、岚皋南宫山旅游小镇、旬阳

县城关太极古城、平利长安休闲茶镇、瀛湖水画小镇等 10 个旅

游特色小镇和汉滨区流水镇七里村、汉阴县漩涡镇东河村、石泉

县后柳镇永红村、宁陕县筒车湾镇七里村、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

岚皋县四季镇天坪村、平利县城关镇三里垭村、镇坪县曙坪镇阳

安村、旬阳段家河镇薛家湾村、白河县城关镇群力村等 10 个重

点旅游示范村建设；鼓励支持“十镇十村”积极开展 3A 级以上

景区、省级特色旅游名镇、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等品牌创建。 

责任单位：有关县区政府 

配合单位：市规划局、市扶贫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局、市

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2）加大全市 254 个国家旅游扶贫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发挥各村特色优势，开发田园观光、农家美食、山货购物、

民俗体验、瓜果采摘、手工制作等旅游项目。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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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扶贫局、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9.9.9.9.推进旅游示范县创建推进旅游示范县创建推进旅游示范县创建推进旅游示范县创建    

按照全省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工作部署要求，加快石泉、岚

皋、宁陕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适时启动有关县区全域旅

游示范县创建工作。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三三三三））））增效益增效益增效益增效益，，，，提升旅游要素配套供给能力提升旅游要素配套供给能力提升旅游要素配套供给能力提升旅游要素配套供给能力    

10.10.10.10.发展特色住宿发展特色住宿发展特色住宿发展特色住宿    

（1）培育 1 家五星级饭店、2 家四星级饭店，全市旅游接

待床位达到 7万张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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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旅游住宿业管理服务；

形成城市集散、景区延伸、镇村辐射的旅游住宿格局。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配合单位：市商务局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2）大力发展特色民宿，重点培育秦岭隐居民宿、汉水江

村民宿、巴山人家民宿等地域特色品牌，石泉、平利县发展 5家，

汉滨、宁陕、岚皋县发展 4家，汉阴县发展 3家，紫阳、旬阳县

发展 2家，镇坪、白河县发展 1家。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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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11.11.11.11.构建快捷交通构建快捷交通构建快捷交通构建快捷交通    

（1）认真落实《交通部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

的若干意见》（交规划发〔2017〕24 号），构建全市旅游大交通骨

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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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道和 316 国道改造建设；提升汉江沿线水

运码头建设，打造兼具出行、观光、娱乐功能的水上旅游交通。

增强景区、县域互通互连，规划实施瀛湖--紫阳洞河及环湖路、

平利县城--天书峡、汉阴双河口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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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升交通引导服务能力，强化国道、省道、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

港湾、观景平台等建设；分期规划 4A 级以上景区外连公路线具

备条件的路段，建设完善沿线绿化、交通标识、自行车绿道和重

要节点的旅游驿站，打造串联景区景点，方便游客自驾、骑行、

徒步的最美景观公路线。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旅发委、有关县区政府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2）加快安康机场建设，力争早日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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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高新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3）加快中心城区至瀛湖旅游轻轨可研等前期准备工作，

争取尽快开工建设。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汉滨区

政府、市级相关部门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12.12.12.12.培育龙头旅行社培育龙头旅行社培育龙头旅行社培育龙头旅行社    

培育 6家以上龙头旅行社，创新经营管理，积极应对散客、

自驾游等大众旅游时代的消费新需求；引进国内外知名旅行社及

重点客源市场大型旅行社落户我市，引进客源，开拓市场。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13.13.13.13.打造安康美食打造安康美食打造安康美食打造安康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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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美食品牌；指导

支持各县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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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家以上安康美食特色店、老字号、示范店；引导

安康餐饮企业加大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积极组织参加国内外烹饪

大赛和技能比武；吸收国内外餐饮企业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安康

餐饮服务体系建设。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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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14.14.14.14.做强旅做强旅做强旅做强旅游购物游购物游购物游购物    

（1）引导提升旅游消费，在旅游城镇及景区发展特色旅游

购物商店；在星级饭店设立旅游商品销售橱柜；旅游购物在旅游

综合收入中达到 20%以上。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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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15.15.15.15.壮大文化娱乐业壮大文化娱乐业壮大文化娱乐业壮大文化娱乐业    

加快发展大众娱乐业，全市培育文化娱乐市场主体 600 家以

上；鼓励支持文化演艺团体及企业，策划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旅

游演艺产品；组织开展文化演艺进景区活动，彰显安康生态旅游

的文化内涵。 

责任单位：市文广局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四四四四））））补短板补短板补短板补短板，，，，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16.16.16.16.完善旅游咨询服务体系完善旅游咨询服务体系完善旅游咨询服务体系完善旅游咨询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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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挥区域交通枢纽优势，规划建设安康市旅游服务集

散中心，并逐步发展成为秦巴区域旅游综合服务中心。2017 年，

完成选址；2018 年，完成准建审批手续，争取开工建设；2019

年，力争建成投入使用。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市

住建局、市环保局、高新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2）建设县级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游客咨询、引导等服务。

2017—2018 年，率先启动石泉、岚皋、宁陕 3个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县游客服务中心建设；2019 年，加快推进其他各县区游客服务

中心建设。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3）完善提升 3A 级以上景区、旅游特色名镇、旅游示范村

游客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功能，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4）在省级以上森林公园规划建设森林驿站，为自驾、骑

行、徒步游客提供咨询、休息、补给、车辆借还等旅游服务。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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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17.17.17.17.加强标识体系建设加强标识体系建设加强标识体系建设加强标识体系建设    

（1）按照全域旅游发展要求，加快境内道路交通旅游标识

系统建设。2017—2018 年，完善提升已建成高速公路、国省道路、

4A 级景区外连主干道路交通旅游标识系统。2019 年，规划建设

新建道路交通旅游标识系统。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2）按照“秦巴明珠，生态旅游”城市建设要求，完善提

升城市交通旅游标识。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3）按照 A级景区建设标准，完善提升 3A 级以上景区标识

体系建设。2017—2018 年，提升完善 4A 级景区标识体系建设。

2019 年，完成 3A 级景区标识体系建设。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4）按照 A 级景区建设标准，完善提升重点旅游村镇标识

体系建设。2017—2018 年，重点实施“十镇十村”标识体系建设。

2019 年，逐步有序推进其他重点旅游村镇标识体系建设。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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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18.18.18.18.推进智慧旅游系统建设推进智慧旅游系统建设推进智慧旅游系统建设推进智慧旅游系统建设    

2017 年，全市旅游星级饭店实现免费无线 WIFI 全覆盖。2018

— 2019 年，按照“智慧安康”建设总体要求，完成市级智慧旅

游平台建设；加快数字景区建设，全市 4A 级以上景区实现智慧

化管理。2020 年，全市 3A 级景区和重点旅游村镇实现重点区域

WIFI 全覆盖。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配合单位：市工信局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19.19.19.19.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继续实施““““厕所革命厕所革命厕所革命厕所革命””””行动行动行动行动    

（1）依据标准完善提升星级饭店厕所；在景区景点、重点

旅游村镇新建旅游厕所 185 座，改建 55 座。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2）在城市公园、特色街区、广场、车站、码头等人流聚

集场所新建城市公厕 40 座，改建 30 座。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3）规划建设、完善提升公路服务区厕所；在国道、省道

重要节点，新建厕所 20 座，改建 10 座。 

责任单位： 市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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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4）指导非星级饭店依据标准完善提升厕所建设；规划建

设、完善提升加油站厕所，新建 10 座，改建 20 座。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5）按照市政府“厕所革命”建设管理行动实施方案工作

要求，按年度完成建设任务。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完成时限：2017-2019 年 

四、强化保障，大力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一一一一））））完善机制完善机制完善机制完善机制，，，，统筹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统筹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统筹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统筹加快旅游产业发展    

20.成立安康市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完善工作机制，强化

综合协调职能，统筹推进旅游产业发展；按照国家全域旅游发展

要求，结合中省市相关改革创新政策，支持县区旅游部门机构设

置、职能配置。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配合单位：市编委办 

（（（（二二二二））））规划引领规划引领规划引领规划引领，，，，科学组织旅游产业发展科学组织旅游产业发展科学组织旅游产业发展科学组织旅游产业发展    

21.围绕“十三五”旅游规划，编制完成《安康市西城洞天

风景名胜区旅游策划》、《巴山之巅高山草甸旅游区策划》、《安康

市旅游交通标识体系规划》、《541 国道安康段旅游驿站规划》、《安

康市自驾车营地规划》；指导各县区编制相关旅游规划。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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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各有关县区、市级相关部门 

22.挖掘利用汉江优势资源，编制完成《汉江生态经济带发

展规划》；围绕中心城一江两岸、安康湖开发，编制完成《安康

“湖城一体”发展规划》；结合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编制完

成《安康市川陕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把旅游产业发展纳入相关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编制，重点支持旅游基础设施和重

点旅游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23.编制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城乡一体化规划，充分考虑城

市旅游发展与旅游城市建设需求，助推休闲养生的“秦巴明珠”

建设。 

责任单位：市规划局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各县区政府 

24.认真落实国土资源部《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

意见》（国土资规〔2015〕10 号），将旅游用地纳入土地利用规划，

切实保障旅游业发展土地供应。 

责任单位：市国土局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三三三三））））加大投入加大投入加大投入加大投入，，，，夯实旅游产业发展基础夯实旅游产业发展基础夯实旅游产业发展基础夯实旅游产业发展基础    

25.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重点支持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旅游项目规划编制等。创新投融资体制，用好 PPP 政策，鼓

励吸引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参与旅游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



 

 
—  17  — 

设。根据《安康市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安康市产业发展基

金实施细则》，重点加大对旅游发展支持力度，促进我市旅游业

快速发展。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旅发委 

26.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扶

持旅游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扩股。 

责任单位：市金融办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27.精心策划旅游招商引资项目，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力度，

引进 3—5 家知名企业落户安康，注入优质资本参与我市旅游项

目开发。 

责任单位：市招商局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市旅发委 

28.捆绑项目，加快旅游发展。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四四四四））））管控资源管控资源管控资源管控资源，，，，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29.强化涉旅项目的审查，加强项目管理，确保旅游资源有

序开发。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30.建立旅游资源利用的准入退出机制，对占有资源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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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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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追责。 

责任单位：市国土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环保局 

31.认真落实环境生态红线管理规定，严格旅游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五五五五））））人才兴旅人才兴旅人才兴旅人才兴旅，，，，提供产业发展人才保障提供产业发展人才保障提供产业发展人才保障提供产业发展人才保障    

32.聘请知名旅游研究学者、旅游行业专家等优秀人才，组

建支持安康旅游发展的高级智库；制定安康市旅游教育人才培训

三年计划，对旅游管理人才、服务人员分类分期分批开展培训。 

责任单位：市旅发委 

配合单位：市教育局、安康学院、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33.推进院地合作，建立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开展旅游从业

人员技能培训。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六六六六））））考核问效考核问效考核问效考核问效，，，，确保认真确保认真确保认真确保认真落实职责任务落实职责任务落实职责任务落实职责任务    

34.将旅游产业发展纳入市对县区和市直相关部门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根据发展任务和部门职责，量身制定考核细则，实行

差异化考核；建立旅游发展奖励激励机制，对全市旅游产业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责任单位：市考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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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35.将市级重点旅游项目建设、重点旅游工作任务纳入年度

督查计划并组织实施，督促检查，通报点评，挂牌督办，狠抓落

实。 

责任单位：市政府督查室 

配合单位：市旅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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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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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