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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春季山花烂
漫、夏季浓绿清凉、秋季
色彩斑斓、冬季银装素
裹，全盟三分之一是草
原、四分之一是森林、五
分之一是湿地，国家森
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以及各级各类自然保护
区遍布全域，拥有温泉、
火山、冰雪、林海、草原
等众多高品位的生态资
源，是名副其实的绿色
净土、养生福地。

近年来，兴安盟以
新旧动能转换为契机，
形成以“科尔沁枫情马
镇”“天骄圣地 草原红
城”“杭盖草原 心灵牧
场”和“巍巍大兴安 梦
幻阿尔山”四大景点为
核心的“穿越大兴安
1000 公里金哈达风光
带”，整合了兴安盟全域
旅游的诸多零散景点，
充分实现全域化、融合
化、精品化发展，旅游公
共服务大幅提升，让原
本处于大山深处的村庄
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
带活带火各地的乡村旅
游 ，把“ 穿 越 大 兴 安
1000 公里金哈达风光
带”建成了绿色生态旅
游路、实体经济黄金路、
助农增收扶贫路。并使
兴安盟整体列入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行
列，全盟旅游人数和收
入连续5年保持20%左
右的高速增长。

美美

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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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义勒力特镇，偶然听到母
亲和外地的舅舅通话，谈到舅舅正在吃
孔雀蛋，心中萌生了养殖孔雀的念头。
回家乡创业一直是我的梦想。”乌兰浩特
市蒙雀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周海燕
说，孔雀浑身都是宝，美丽的外表可以观
赏，制作孔雀标本，肉可以食用，胆可以
入药，羽毛可以制作工艺品。

目前，周海燕的合作社养殖印度蓝
孔雀 380 只，加盟户养殖孔雀总数量
680只，总资产521万元。自2016年开
始，招收孔雀养殖加盟户，回收孔雀产
品，签订五年保护价合同。合作社现有
成员59户，加盟签约回收其产品的有23
户。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11户，培训农
户养殖技术1118人次免费为其发放孔
雀种苗，回收孔雀产品，通过孔雀产品附
加值带动残疾人就业。

兴安湖景区位于巴日嘎斯台乡水库
村，距科右前旗政府所在地35公里，是
巴日嘎斯台乡旅游规划设计中“一轴三
区”景区之一。兴安湖景区始建于2016
年，是以兴安水库为核心吸引物，集观

光、娱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旅游目的
地。截至目前，已经投入建设资金520
万元，现有水域面积1824亩，占地面积
1200亩。有亲子采摘果园、垂钓、跑马
场、真人CS、拓展训练场地、儿童小型娱
乐场、射箭场、水上游玩。景区今年接待
游客9万人，旅游总收入270万元，带动
24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5000元。

沐浴着冬日暖阳，走进科右前旗察
尔森镇，整洁的街道，宽敞的广场，富有
特色的建筑，让人心情舒畅。察尔森镇
是兴安盟乡村旅游重点镇，科右前旗旗
委、政府对察尔森镇的功能定位为生态
休闲旅游特色小镇。目前，察尔森镇正
在规划建设“一日游”精品线路，开发建
设影视基地、滑雪场、水上乐园、森林乐
园、儿童游乐场、足球训练基地、湿地公
园、垂钓基地、游船码头和湖心岛景区等
多个休闲旅游设施，要把察尔森镇建设
成为绿色低碳、生态环保、宜居宜业的美
丽富裕小镇。在不久的将来，察尔森镇
将吸引更多的游客，赏察尔森美景，听察
尔森故事，品察尔森美味。

2017 年，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嘎
查建设了集观光体验、休闲采摘、科
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旅游基
地——开心农场。开心农场由 2户贫
困户、4户村民和嘎查两委班子8名成
员成立服务公司，实行入股分红经营模
式。农场通过采摘和土地认领的方式
共计纯收入 38万元，既保证了股东的
收入，又增加了集体经济。目前在农场
内打工的贫困户有22人，总收入在30
万元左右，打工的普通农户有10余人，
总收入在13万元左右。2018年，农场
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到 40个，通过持续
增收实现长效脱贫。

兴安盟在旅游扶贫的项目开发中重
点建设了科右中旗巴图查干奶制品加
工、突泉县明星湖“蟹逅突泉”美食节、乌
兰浩特市义勒力特孔雀养殖和开心农
场、乌兰哈达稻田捕鱼、科右前旗兴安湖
特色旅游、阿尔山市林俗产品开发等一
批乡村旅游扶贫特色项目，吸引了众多
投资者的介入，为兴安盟乡村旅游扶贫
精准助力。

特色镇迎来远方客

10月底的一个周末，来义勒力特镇
义勒力特嘎查旅游的人少了，但是到农
家院吃饭的城里人还是很多。快到中午
的时候，身患残疾的修英丽准备着食材，
为中午的客人准备饭菜。以前，60岁的
修英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从2016年开
始就在自家院子里开起了农家院，自家
种的蔬菜、自家养的鸡、羊、猪，又是自家
的院子，成本低，饭菜售价也不高，再加
上纯绿色无污染，修英丽家的饭店也深
受游客喜爱。2018年仅自家饭店经营
收入就达到了30多万，她家也成为当地
乡村旅游的星级接待户。

嘎查村民辛田喜也深有感触：“我现
在一年四季闲不住，租赁自行车、烧烤、
卖奶茶，去年挣了7万多，今年差不多能
挣10万元！如果放在过去，再好的年景
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收入啊！去年冰雪
节，每天的游客达到了4000多人！今年
有30多个村民在新开发的乡村旅游项目
打工，短短5个月就挣到了1万多。大家
吃上了旅游饭，生活也越来越滋润了。”

义勒力特嘎查书记白双龙为了让大
家过上好日子，他们对全村525户分类推

进，宜农则农、宜养则养、宜游则游，很多
家庭还走上了多种经营的路子。目前，全
村建成150多个温室大棚、200栋冷棚，栽
植了10万棵果树、5万棵葡萄，催生了四
季采摘产业，助推着乡村旅游越来越红
火。现如今，嘎查村民纷纷围绕乡村旅游
开起了饭店、超市，发展特色林果业。全
嘎查开农家乐的将近30家、开办垂钓鱼塘
的11家、超市13家。家家户户在庭院内
发展多种经营，仅靠在家门口卖李子、卖
蔬菜的收入就达200多万元。

乌兰浩特市龙裕农业种植培育有限
公司总经理乌海龙，2015年5月开始在
葛根庙镇开始经营温室大棚，发展设施
林业和果品采摘等旅游相关产业，品种
以油桃和李子为主，其中油桃大棚147
栋，黑霸李子大棚20栋，育苗棚33栋。
2017年共用工 500人次，劳务费 40万
元，就地转移就业起到积极带动作用，带
动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6户
发展设施林业，种植大棚桃树16栋，为
贫困户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指导，统一回
购果品，解决了贫困户技术和卖难问题，
为稳定脱贫、如期脱贫、产业脱贫提供了

新的实现途径和操作方案，当地很多庄
稼人也都享受到了乡村旅游带来的福
利，不仅扩大了公司的发展规模，也实实
在在提高了很多农民自身的收入。

乌兰浩特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是兴安
盟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
兴安盟重点打造了科右中旗代钦塔拉特
色旅游小镇、突泉宝石特色小镇、乌兰浩
特义勒力特雪花小镇、科右前旗乌兰毛
都草原小镇和生态小镇察尔森镇、阿尔
山白狼雪镇、扎赉特旗好力保等特色旅
游小镇，还重点建设了科右中旗王府新
村、突泉县赛银花村、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嘎查、科右前旗察尔森嘎查、阿尔山市
白狼镇林俗村、扎赉特旗音德尔镇长发
村等特色乡村旅游村寨，推进乡村旅游
扶贫工程，并把这些特色小镇和小镇的
旅游资源连点成线、集线成面、统筹开
发、规模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2018 年 全 盟 1—9 月 接 待 国 内 游 客
879.35万人次，同比增长 21%,全年预
计通过旅游业直接间接带动扶贫户
1200户，带动贫困人口4000人，实现旅
游扶贫收入400万元。

庄户人吃上旅游饭

眼下虽然不是草原的旅游旺季，但是
科右前旗满族乡满族屯嘎查牧民包宝音
巴达拉胡开的圣火满蒙民族用品店却生
意不断，顾客盈门。4年前，包宝音巴达拉
胡申请了小额贷款，经营起了当地唯一一
家满蒙民族用品店，又建起了牧家乐，让
游客体验吃、购、游、玩一站式旅游服务。
搞了4年的乡村旅游，包宝音巴达拉胡不
仅自己脱了贫，还帮助嘎查5名贫困牧民
解决了就业难题。他的家庭收入更是连
年翻番，去年收入30万元，年接待游客近
3万人次，成了当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

包宝音巴达拉胡的发展受益于科右
前旗打造“杭盖草原 心灵牧场”旅游
带。据悉，2018年，科右前旗接待游客
195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亿多元。

近年来，兴安盟加快发展全域旅游、
四季旅游，打造的“穿越大兴安1000公
里金哈达风光带”，正在成为国内新兴的
旅游目的地。“穿越大兴安1000公里金
哈达风光带”串起了“科尔沁枫情马镇”

“天骄圣地 草原红城”“杭盖草原 心灵
牧场”和“巍巍大兴安 梦幻阿尔山”四大
景点，这条旅游线路整合了兴安盟全域
旅游的诸多零散景点，串连起12个特色
旅游小镇和众多特色文化村寨，让原本
处于大山深处的村庄迎来越来越多的游
客。建设成了绿色生态旅游路、实体经
济黄金路、助农增收扶贫路，使当地群众
得以分享高速增长的乡村旅游红利。

作为“穿越大兴安1000公里金哈达
风光带”起点，“科尔沁枫情马镇”坐拥
47万亩的五角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
里是亚洲保存最完好的国内仅有的原始

疏林草原。这里还有复建的科尔沁部落
十旗会盟地——图什业图王府，是以科
尔沁文化集合、展示、传承、体验为主的
4A级景区。截至目前，该王府今年接待
游客人数5.5万余人，收入160余万。“枫
情马镇”每年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赏枫
叶，游翰嘎利湖。每逢夏季每周都要举
行的中国马速度赛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和
爱马人士。

巴彦敖包美丽乡村体验游是科右中
旗乡村旅游业新添的一枚金字招牌。巴
彦敖包旅游度假村集采摘以及农家乐特
色小吃等地方民俗和农家体验活动，使餐
饮、娱乐、观光融为一体，延伸“枫情马镇”
旅游产业链条，辐射带动农牧民增收。

“天骄圣地 草原红城”乌兰浩特市
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内
蒙古自治区的诞生地。近年来，乌兰浩
特市依托近郊、生态、民俗、交通等有利
条件，建设义勒力特花乡小镇、葛根庙田
园小镇、太本站驿站小镇等具有地域和
民族特色的旅游村寨，丰富休闲观光、养
生体验、亲子实践等功能，推出品味独
特、风格别致的高端旅游产品，把乌兰浩
特建成自驾游首选之地。投资2.5亿元
开发建设的义勒力特花乡小镇、投资
5000万元建设的乌兰哈达镇朝鲜族特
色村寨和胡力斯台特色农业采摘园、投
资6000万元建设的葛根庙最美田园小
镇，已经将乌兰浩特市农村变景区、让农
畜产品变商品，吸引越来越多的村民和
贫困户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当中，在发
展乡村旅游中鼓起了腰包。

五一采摘、端午漂流、夏季那达慕、

露营大会、全国钓鱼邀请赛等活动让科
右前旗好声音不断、好戏连台、精彩纷
呈，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提升，受到了八
方游客的青睐。而这得益于科右前旗近
几年推的出“九站式”乡村旅游节庆推介
活动。形成覆盖全旗重点旅游功能区域
的全域四季乡村旅游节庆品牌体系。

并使察尔森镇生态旅游名镇、巴拉
格歹乡红色旅游名镇、乌兰毛都草原旅
游名镇等特色旅游名镇异军突起，科尔
沁镇万亩设施农业观光园区、满族屯满
族乡特门嘎查空中飞行基地、乌兰河腾
格尔塔拉景区等一个个旅游景区景点如
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在节庆活动期
间设置的乡村大集式特色农副产品商业
区，更让当地农牧民建立起了新的掘金
财富圈，吸引了游客，鼓起了腰包。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科右
前旗共接待游客195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19亿元,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涨幅
同比均实现翻番，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全
域旅游已经成为科右前旗县域经济跨越
式发展新的推动力。

逐梦绿富美。2014年，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阿尔山时指出：“阿尔山的旅游业
一定会火起来。”阿尔山市委政府深入贯
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两山理
论”，下功夫做大做强全域旅游、四季旅
游，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成富民强市的

“金山银山”：2017年旅游人数359.7万
人次，是 2012 年的 3.3 倍，年均增长
26.7%；旅游收入 45.4亿元，是 2012年
的3.5倍，年均增长28.4%；带动旅游从
业人员达4万余人。

风光带串起四季游

突泉县宝石镇古城花海。
王永生 摄

▲

游客在义勒力特镇开心
农场拍照留念。 满都拉 摄

▲

精彩的马术比赛。 毕力格 摄

滑雪爱好者展风采。 毕力格 摄

游客体验牧人生活。 赵福莲 摄

义勒力特镇夏日风光。 满都拉 摄

白狼镇鹿村一角。代春芳 摄

三合村朝鲜族民俗馆人来人往。 王永生 摄

秋景怡人。 胡日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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