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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校2018秋季招生预约报名开始……
★6月 16日，小学、初中、高中
开始预约报名；
★高一预约报名者，志愿须填
报我校；我校高中代码：106

高中立德班 艺体班 初中“英才计划” 小学“双语班”

本报讯 今年，屯溪区把发展
现代服务业作为做强区域经济的重
要引擎，坚持以项目为支撑，点面结
合、以点带面，全方位推动旅游、文
化、商贸“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加速
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

“眼看儿童乐园就要建好了，很
激动、很期待。”近日，家住屯溪区阳
湖镇的市民胡来好慕名来到正在建
设中的稽灵山儿童乐园，用手机拍
下了一组照片并分享至微信朋友
圈，没想到短短几分钟就有几十人
点赞叫好。

稽灵山儿童乐园位于阳湖镇稽
灵山公园内，总占地面积约 50 亩，

总投资 1 亿多元，分两期实施。“一
期主要建设摩天轮、历险城、海盗
船、碰碰车、旋转木马等项目 15 个，
二期计划建设 20 多个项目。”项目
现场负责人赵永承告诉笔者，工程
从今年 2 月底开始施工，目前主体
工程已基本完工，眼下他们正克服
雨水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确保
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力
争 8 月份建成对外开放。

“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我市中
心城区没有大型儿童乐园的空白，
也为我区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注入
新动能。”屯溪区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该区共实施现代服务业

重点项目 44 个，1-5 月份累计完成
投资 15.59 亿元。

在扎实推进一批重点服务业项
目的同时，屯溪区抢抓屯溪老街特
色产业园获批全省服务业集聚区示
范园区的契机，通过点面结合，加快
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据悉，
屯溪老街特色产业园由屯溪老街片
区、黎阳 in 巷片区以及原花溪饭店
地块三个部分组成。为进一步协调
产业园内各片区的管理，屯溪区成
立了老街特色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强化政府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合作开发。

位于屯溪老街还淳巷的开元·
颐居民宿集群项目，是屯溪区引入
社会资本实施的现代服务业重点项
目，占地 2000 多平方米，计划总投
资超 1 亿元。“一期工程已基本完
成，家具也已完成采购，计划 7 月中

下旬开始试营业，二期正在加班加
点推进，争取 9 月份开业。”该项目
负责人孙卫民介绍说，在施工过程
中，他们充分挖掘和保留了老街街
巷特色，并采用古徽州的传统工艺
对 还 淳 巷 内 的 9 幢 古 民 居 进 行 修
缮、改建和整体布局，力争打造成国
内一流高端民宿集群，丰富和提升
老街片区的业态类型和层次。

与此同时，今年屯溪区计划投
资 1000 万元，对位于屯溪老街上的
中共皖南特委旧址纪念馆进行升级
改造，将红色旅游与徽文化有机结
合，厚植老街红色文化内涵；鼓励和
支持黄山文旅公司将黎阳 in 巷主
街上的石家大院打造成徽州商号文
化体验馆，通过情景布置和经营业
态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徽商精神和
徽 州 家 族 文 化 ，提 升 街 区 文 化 品
位。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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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祁俊报道 “同
宗文脉双遗产，别样山水别样茶”。
7 月 7 日，我市与福建省南平市人民
政府在武夷山市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全力推动黄山、武夷山旅游营销
一体化进程。黄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孔晓宏，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许维
泽出席签字仪式并讲话。南平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伍斌，黄山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刘孝华，副市长李高
峰，市政协副主席万国庆，市政府秘
书长洪建春等参加。

孔晓宏说，近年来，南平市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再上新台
阶、建设新南平”的战略目标，全力
推进高质量发展、赶超发展、绿色发
展，在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域、绿色
产业新兴基地、幸福宜居美好家园
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参观学
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力南平、绿
色南平、魅力南平，其好经验好做法
对黄山来说可学可用可参照，我们
将认真学习借鉴、深度消化吸收，推
进黄山发展。

孔晓宏指出，黄山与南平，地缘
人文相亲，资源禀赋相近，产业特色
相似，两地合作发展前景广阔、潜力

无限。此次两地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是落实皖闽两省有关会议精神
的重要举措，也标志着两地间的交
流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希望两地
进一步强化合作共商，深化开放共
享，推进市场共拓，携手绘就两市互
利共赢、合作发展的美好蓝图。

许维泽表示，南平与黄山有很
多相近相通之处，特别是合福高铁
的开通，更加密切了双方的联系。
希望两市把握新机遇，切实做好共
享资源、共建市场、共通信息、共促
营销等工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和
方式，更好地促进资本、资源、人才、

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两市的优化配置
与合理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

刘孝华、伍斌分别介绍了两市
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情况，李高峰、
伍斌分别代表两地市政府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

“带着想法考察，带着问题学
习”。在南平期间，由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和我市部分企业负责人组成
的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南平市智
慧旅游平台、五夫镇建设与保护、南
源岭村民宿经济、大红袍生态保护
及茶文化观光园等。

黄山脚下，绿荫簇拥，碧溪环绕，鸟儿啁
啾，清一色的粉墙黛瓦参差错落。房前屋
后，翠竹鲜花，醉人的绿，怒放的红，游人穿
梭其间，如同置身现代“桃花源”。这里就是
有着“安徽旅游第一村”美誉的黄山区汤口
镇山岔村上张村民组——“翡翠新村”。

初啼——突破旧藩篱
“我们这山好，水好，空气好，人也好，大

城市的人都想留下来不走了呢。”生于斯长
于斯的村民言语里充满了自豪。

上张，是汤口镇山岔村的一个村民组，
地处黄山脚下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山沟。过
去，这里生产条件恶劣，田地稀少，村民面朝
黄土背朝天，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收入不到一
毛钱，过着囤里无粮、肚里无油、手里无钱的
苦日子。

生在穷山沟，靠什么致富？
1979 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

75 岁高龄徒步登上黄山之巅，发表了著名
的“黄山谈话”，拉开了黄山乃至整个中国

旅游业发展的历史大幕，为黄山人指明了
告别贫穷、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对背靠
黄山这一宝库的上张村民组而言，如同春
雷报喜，渴望挣脱苦日子的上张人有了底
气和方向。

“上张村民组的变迁，始于翡翠谷旅游
开发。”村党总支书记张贵良是变迁与发展
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而翡翠谷的发现，我们
要感谢黄剑杰老师。”

上世纪 70 年代，下放黄山务农的黄剑
杰被推荐担任山岔小学的民办教师。他发
现，在他家西面不远处有一峡谷，谷口怪岩
耸立，流水潺潺，气势非凡。1986 年，他深
入峡谷探秘，发现谷中瀑布、溪水连缀，大大
小小的池潭群如翡如翠，便兴奋地命名该峡
谷为“翡翠谷”。历经 13 年、4 次入谷，黄剑
杰最终探得翡翠谷的源头是黄山的始信峰。

随着翡翠谷光芒逐渐绽放，胆大心细的
村民们在村党支部带领下，扔下斧头和锄
头，喊出了“开发翡翠谷、农民办旅游”的口
号。

1987 年，上张村民组 156 口人以 1436
亩山场入股，并向银行贷款 3000 元，注册成
立了全国第一家由农民自己创办的旅游公
司——黄山市翡翠谷旅游公司（公司为集体
企业、村民组长为公司经理），开创了农民办
旅游的先河，创造了农民办旅游的新模式。

这在当时，不啻于石破天惊的创举！但
没有先例，困难重重。

上张人自力更生，不等不靠，齐心协力，
清理景区、整葺山道，搭票房、印门票，不声
不响干起来了，还干得不错。“当年门票收入
7000 元，不仅还清了银行贷款，每个村民还
分得 10 元红利呢。”村委会主任谢东恩说。

破茧——激活新动能
时光流转，来到 1999 年——邓小平视

察黄山 20 周年。对上张人来说，这又是不
平凡的一年。

蜚声中外的导演李安带着《卧虎藏龙》
摄制组来翡翠谷取景，竹梢打斗、池边爱恋、
飞瀑踏波被影像记录下来，随着影片走出国
门、走向国际。翡翠谷再次名声大噪，《卧虎
藏龙》拍摄地也一度成为景区最响亮的招
牌。

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上张人发
现，翡翠谷旅游产品单一、村民散居影响环
境的问题越发突显。

（下转第二版）

翡翠新村的振兴之路
□ 本报记者 刘晨

全力推动黄山、武夷山旅游营销一体化进程

我市与南平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7 月 6 日，村民在“扶贫车间”
学技能。

今年，徽州区积极鼓励和引
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到镇、村以设
立生产车间、加工点等方式创建

“扶贫车间”，采取送岗位上门、技
术人员驻点培训等方式，帮助村
民 实 现“ 家 门 口 ”就 业 劳 动 致
富。 刘旭欢 张科/摄

“扶贫车间”建村口

就业脱贫有奔头

点面结合 以点带面

屯溪区现代服务业加速提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