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休宁县加强红色资源保护，采取挖掘利
用一批红色资源，实施一批红色旅游项
目，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线路等“红色+”
举措，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聚
力打造红色品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休宁县不断加强革命文物价值的
挖掘与研究，及时把革命文物依法纳入
保护范畴，提升其保护级别，并建立革命
文物数据库。今年 4 月份，该县将中共
皖浙赣省委旧址等 16 家单位命名为县

第二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实施一
批具有重大影响和示范意义的革命文物
修缮、复原保护重点工程。为不断拓展
红色资源利用途径，打造红色经济发展
品牌，助力群众增收，该县在“皖南革命
的摇篮”汪村镇田里村石屋坑，接续提升
打造村内“一亭”（流芳亭）、“两馆”（中共
皖浙赣省委旧址纪念馆、小岭头战斗纪
念馆）、“三旧址”（中共皖浙赣省委常驻
地省委机关办公旧址、红军议事厅旧址、
红军被服厂旧址）和村外“一场”（红军烈
士纪念广场）、“两路”（南山谷、古道）、

“三遗址”（红军医院、红军棚、小岭头战
斗遗址），不断完善石屋坑红色革命教育
基地建设，并通过丰富的史料、图片和遗

址遗迹，真实再现“星火石屋坑”三年游
击战争时期军民鱼水情深、携手抗敌、浴
血奋战的革命历史。今年初以来，已有
2 万多名党员来此追寻红色足迹，接受
党史教育。新建的小岭头战斗纪念馆、
红军被服厂旧址已布展开放。与此同
时，实施乡村旅游项目，支持革命老区建
设示范民宿，带动老区百姓增收致富。

依 托 红 色 资 源 ，大 力 发 展 红 色 旅
游，不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该县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内容，融合
当地其它文化资源，加大红色旅游开发
力度，打造了新安源——右龙——六股
尖烈士陵园——石屋坑，月潭湖旅游区
——梓溪——祖源等 2 条红色旅游专

线。“古道新绿 红色之旅”成功入选全
国“百条红色茶乡旅游精品路线”。今
年以来，石屋坑、板桥梓溪、龙田龙头等
红色景点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同时
以“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特色农产品+”
推进文旅特融合，大力发展休宁泉水
鱼、榆村粉丝、白际山芋干、蓝田毛豆
腐、五城茶干、五城米酒及茶叶、菊花、
笋干等特色产业。目前，该县培育山泉
流水养鱼示范乡镇 11个，示范村 30个，
示范合作社 53个，示范专业大户 86家，
家庭养殖户近 3700户，鱼池近 6400口，
实现综合产值 3.4亿元。积极推进月潭
湖旅游区开发，依托齐云山、梓溪、梓
源、石屋坑、盐铺荷塘月色、小阜瀑布等
特色景区景点，加快形成全域旅游产业
联动效应。同时，加强红色文化宣传，
创演歌舞《红色石屋坑》、徽剧《红军夜
校》，拍摄快闪《唱支山歌给党听》、《一
声休宁》等短视频，获得“10 万+”浏览
量，以“互联网+”打好红色旅游牌，推进
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柯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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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妇联界委员来我市

调研“徽姑娘”全域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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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歙县桂林林场内，工作
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巡林护林作业，
借助“天眼”采集病虫害数据，将“技防”与

“人防”进行有机结合，着力提高生态管护
水平，让森林管护更加“智慧”。

郑宏/摄

无人机助力森林智慧管护

本报讯 10 月 21 日-22 日，省政
协妇联界委员围绕“徽姑娘”全域创新
创业来我市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省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许苏跃参加调研，省妇联一级巡视员
龚明珠参加调研及座谈会。

调研组对我市“徽姑娘”全域创新
创业相关经验成效表示肯定。调研组
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徽姑娘”全域
创新创业纳入整体规划，结合县域经
济、乡村振兴，发展高附加值的绿色生
态环保旅游产品，不断提升“徽姑娘”
的文化内涵与市场竞争力；要加大扶
持力度，促进规模发展，在产业培育、

资金支持、环境营造、具体项目申报等
方面搭建服务平台；要强化教育培训，
提升综合素质，加强电子商务、市场营
销、企业管理培训，真正培养一批懂技
术善管理的农村女技术带头人；要加
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多宣传创
业典型，在资金支持、荣誉激励等方面
大力支持，进一步推动“徽姑娘”全域
创新创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调研组先后前往黟县和市中心城
区，调研“徽姑娘”农家乐（民宿）、示范
户，“黟品五黑”巾帼双创基地，全国巾
帼“徽姑娘”农家乐示范户。

·汪 悦·

本报讯 10 月 21 日，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罗建华
率队赴黟县督导村（社区）“两委”换届
工作。

罗建华一行听取了黟县县委关于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部署启动、
各级宣传发动、严肃换届纪律、规范村

（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等情况汇报，
并深入宏村镇泗溪村实地走访村“两
委”换届工作。

罗建华指出，村级组织换届，是广
大农村党员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要事。换届工作质量，直接关系到
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农村的改革、

发展和稳定。罗建华要求，要强化政
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村

（社区）“两委”换届有关要求，做实做
细各项工作，确保换届圆满成功。要
强化纪律意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
决守住底线、红线，以严明的纪律确保
工作有序推进。要强化人才意识，树
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选择思想品德
好、带动致富能力强的人才作为乡村
振兴的带路人。要强化发展意识，始
终把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把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与抓中心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让换届工作换出乡村振兴的
新气象、新模式。 ·周 阳·

罗建华赴黟县督导时要求

以严明纪律确保换届工作有序推进

立足红色资源 做好红色文章

休宁县聚力打造红色品牌推进经济发展

本报讯 10 月 22 日上午，2021 中
国（黄山）民宿发展大会暨英雄联盟城
市英雄争霸赛东大区赛开幕式上，黄山
学院和市文旅局共同发布了《黄山市民
宿产业发展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黄山市民宿产业发
展背景、发展现状和发展建议，其中建
议要高起点规划，注重突出个性化、特

色化，加大民宿科研投入；高水平管理，
加强民宿管理人员精细化培训，创新管
理方法；高品质服务，加快推进民宿发
展区域周边旅游项目建设，增加可游
性；高质量产品，利用地方特色文化力
量赋能品牌升级，形成差异化品牌竞争
优势；高品位环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以全域统筹、共建共享的理念增

设乡村民宿公共服务设施。
近几年，通过制定相关行业政策、

标准和规划，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黄山市民宿呈现出高
端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发展趋势，已
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全域
旅游的重要支撑和满足新时代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据统

计，黄山市民宿数量在全国城市中位
列第 16 位；徽州民宿的城市好评率达
到 98.8%，与大理并列全国民宿城市好
评率排行榜首。同时，资本持续涌入，
民宿成为了各种资本竞相追逐投资的
热点，相继形成了财政扶持民企经营
的“呈坎模式”，省外独资村级协助的

“祖源模式”，民企收购异地保护的“秀
里模式”，多方集资整体提升的“木梨
模 式 ”等 。 如 今 ，全 市 拥 有 民 宿 客 栈
2500余家，年经营收入超 20亿元，实现
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文化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多赢。

·舒 俊·

我市首次发布《黄山市民宿产业发展报告》

10 月 22 日下午，2021 中国（黄山）
民宿产业交流分享会在黟县举行。业
内的民宿同行汇聚一堂，通过主题分
享、圆桌辩论形式，围绕疫情影响下的
民宿发展之道、“民宿+康养”“民宿+乡
村振兴”“民宿+文旅融合”等相关话题，
共同交流探讨民宿产业未来发展。

酒店、民宿、客栈、房车、帐篷、营
地、主题精品公寓，旅游度假的需求发
展催生出更多创新，国内度假产业的未
来趋势是什么？趣住空间 CEO、全球宿

博会组委会主席李辉认为民宿和度假
类产品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持续，优
秀的产品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未来需
要的就是全球供应链整合的能力。

开始吧联合创始人、借宿 CEO李政
羲认为民宿是乡建的入口、完美匹配年
轻人与消费者的产业抓手，甚至有盘活
空心村、活化乡村的可能，将是未来 10
年一种最潮流的“慢生活”方式。民宿集
群是带有体验属性的内容场景，建筑与
环境要美，住宿和游玩体验要好，在地文

化发掘和 IP活化要潮，将“民宿集群+融
合业态”引入乡村，和村民共建共享这些
民宿的模式是未来非常好的方向和趋
势。黄山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禀赋独
特，相比其他地区，旅游基础要好很多，
但时代在变化，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也在
改变，他认为黄山特色化的民宿体量不
是特别多，还没有形成大规模化，让它去
转变或者迭代，还需要路径和时间。

民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后疫
情时代如何做好民宿，激发乡村旅游市

场更大发展动能？黄山市徽州民宿协
会会长陈熙认为，黄山非常适合未来的
康养、食疗等精神文化发展，疫情让更
多人可以慢下来体验生活，感受美景，
这也是民宿转型发展的一个好机会。
猪栏酒吧创始人寒玉表示，虽然疫情给
民宿业带来了影响，但积极的心态最重
要，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福建
省旅游协会民宿分会副会长、旧街森活
民宿品牌创始人杨鹭认为，黄山有烟火
气，有文化底蕴，对黄山的旅游发展前
景很有信心，他把疫情看成“盲盒”，认
为停下来的时间可以去思考，过于追求
利益，存在的时间会很短暂。山水间联
合创始人陈燕表示每一个特殊的时期
都会有新的改变，疫情之下，暂停的时
间正是内修的机会，可以去思考去突
破，产品如何升级迭代。

·舒俊 叶有辉·

10 月 22 日上午，2021 中国（黄山）
民宿发展大会主旨发言环节，来自全国
各地的民宿、旅游及相关行业的专家学
者和领军人物围绕“创意黄山 美在徽
宿”主题，以行业研究及大数据分析为
支撑，科学探讨徽州民宿现状及发展可
能性，为以创意创新及融合发展点亮徽
州民宿未来，献上了一场思想的盛宴。

作为著名旅游智库的创办人，中国
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
长张晓军通过视频演讲的方式带来主
旨 发 言《民 宿 的 全 新 使 命 、机 遇 和 挑
战》，他说：“五年前，我和我的传媒集团
在黄山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民宿大
会，如今，不管是民宿政策的出台，还是
民宿企业的培育，无论是民宿产业的建
设，还是民宿人素质的提高，黄山市都
取得了诸多成绩。我相信在‘十四五’
期间，在乡村振兴时代，黄山民宿人能
够继往开来，继续为全国的民宿业发展

贡献更多的智慧。”
民宿产业在助推观光旅游向休闲

度假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而民宿集群这一新型化、复合化
的产业模式正成为文旅市场发展的新
趋势。上海市安徽商会会长、景域集团
董事长洪清华围绕《打造宿集旅游区是
发展度假型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引擎》这
一主题发言，他认为黄山用创意提升城
市能级，将率先转型为度假旅游目的
地，“高品质、主题化、特色型住宿类产
品是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而品牌
品质民宿有全场景体验式的特色旅游
项目与之相匹配和配套，则无疑是旅游
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民宿当前十分火热，如何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章德辉分享了主
题为《民宿“热”下的“冷”思考》。民宿
如何从 2.0 向 3.0 阶段进阶升级？他建

议要加强顶层设计，从空间和功能科学
合理布局，促进民宿规范有序发展；要
完善准入机制，对民宿发展制定差异化
政策，在深入分析、精准甄别基础上设
定准入条件；要建立评价标准，探索建
立一套标准化评价体系，形成区域特色
民宿品牌，并嫁接数字化平台，实行精
准化营销。

本次大会的主旨正是寻求民宿与
电竞产业的融合和突破，那么，类似于
电竞的数字化方式和手段能否赋能民
宿转型升级？腾讯互娱品牌与数字生
态营销部平台产品中心推广运营总监
王冬为大家解读了《探索民宿数字化经
营转型》，她表示“我们将开放腾讯游戏
IP与数字技术能力，助力更多关联产业
发展，期待与黄山民宿企业携手探索数
字化经营转型。”

在黟县，致力于民宿及文旅行业发
展的，除了土生土长的徽州人，还有越

来越多的外来人，阿里巴巴集团派驻安
徽省的首位“乡村振兴特派员”沈明分
享了他的《初遇徽州 体悟黟县》，他认
为，文旅电商比商品电商有更大的生态
外延，对应着流量、声量和销量，有诸多
互联网应用，从民宿商业化经营者的角
度提供赋能，能够利用生态圈的力量实
现小投入大效益，共同创造黟县旅游的
美好明天。

徽黄京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营销总监黄洁最后为大家带来了黟县
文旅资源及产品推介，向大家展示了美
妙的徽州、动人的黟县。近年来，随着
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黟县走出了“古村
落+新民宿”双轮驱动发展之路，其中，
以创意为特色的“徽州民宿”正成为黟
县旅游转型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眼
下，黟县正积极创新民宿营销模式，做
强县域民宿经济圈，推动民宿经济成为
新的增长极，助推乡村振兴。·舒俊·

本报讯 10月 22日，记者从市残
联获悉，当天上午全国第十一届残运
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在西安开幕，在田
径比赛男子听障跳远决赛中，我市运
动员张世腾代表安徽省出战。作为卫
冕冠军，他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超越
自我，凭借最后一跳 6.73米的好成绩，
最终斩获全国冠军，这是安徽省出征
此次残运会田径项目首金，也是安徽
代表团正赛期首枚金牌。

张世腾出生在祁门县历口镇武陵
村，是一名优秀的聋哑田径运动员，曾
多次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中摘金夺

银。2011 年，在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
动会上，张世腾斩获一金一铜，实现了
黄 山 市 全 国 残 运 会 金 牌 零 的 突 破 。
2015 年，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
上，张世腾夺得一金一银一铜，并打破
男子三级跳远的全国纪录。2019 年，
在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张世
腾夺得男子听障组三级跳远和男子听
障组跳远 2个项目冠军，100米项目第
五名，并在 4×100 米辽皖鲁跨省配对
组中获得一枚铜牌，创下个人最好成
绩。

·冯 劼·

在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技艺大展、2021 中外文化创意产业
安徽发展大会暨黄山旅游节的带动
下，屯溪老街迎来“十一”黄金周后的
新机遇，尤其是精品民宿、非遗体验、
研学旅行等高品质创意创新业态更是
迎来客流高峰，形势一片红火。

屯溪老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以永新巷 8 号
院、还淳巷客栈群、老街 93 号花语岸
客栈及吴鲁衡罗经体验馆等 3家充满
个性体验的高端民宿和 1个引入国家
级非遗项目的体验馆为代表的社会投
资类项目，已经成为老街创意创新体
验引领者。其中，吴鲁衡罗经体验馆
立足万安罗经文化博物馆，将罗盘制
作、罗盘历史文化展示及罗盘风水文

化有机融合，成为众多前往屯溪老街
开展研学旅行游客的不二选择。

据了解，近期，屯溪老街旅游表现
亮眼，富有趣味的寻“宝”大赛等一系
列创意操作，成功吸引了众多游客和
本地市民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我
们这里基本上天天都是满客，入住的
客人比平时多了五六倍。尤其是旅游
节等系列活动，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位高端民宿客栈群负责人表示。该
客栈群为徽商主题民宿集群，将徽州
历史文化巧妙融入民宿设计，点滴之
中还原了昔日老街上的徽商生活。

下步，屯溪老街将继续稳步推进
项目招商、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等
工作，在后疫情时代，聚力打造徽派特
色小镇城市品牌，丰富旅游业态、提高
旅游品质，增加游客停留度、提升游客
体验感，让古街古建焕发新生机，让文
旅产业澎湃创意新动能。

·鲍程黄颖 姚方园·

创意黄山 “宿”造未来
——2021中国（黄山）民宿发展大会主旨发言侧记

建筑与环境要美，住宿和游玩体验要好，在地文化发掘和 IP 活化要潮

“主题分享+圆桌辩论”探讨民宿产业未来

黄山运动员张世腾全国残运会夺金

屯溪老街：创意赋能 引领发展

玉米、谷粒、瓜子、辣椒……在老师的辅导下，孩子们把它们变成一幅幅栩栩
如生的山水花鸟图。10 月 19 日，黟县宏村学校邀请民间艺人、研学教师白友志
走进课堂，为孩子们讲授农耕文化，传授谷物贴画手工制作技法。 朱光明/摄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