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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办第六届石家庄市旅发大会
过程中，元氏县着力推动旅游服务设施
与城市公共人文环境设施建设，通过构
建快进慢游的元氏交通体系，健全旅游
集散咨询服务体系，完善生态停车场、

旅游景观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与
导览导视系统建设，深入开展

“厕所革命”，提高现
代旅游治理能力，助
推全县建设全域旅
游公共服务设施新
标杆。

在快
进交通方
面 ，实 施
国 道 107
泉村—大
陈 庄 村

段，21.5 公里的国省干道提升改造工
程。新建或提升 54.9 公里的 5 条区域
主要干线，并完成道路两侧绿化、美化、
亮化以及沿线村庄的风貌整治。在慢
游交通方面，以龙兴大道为主辅以槐河
南岸、韩台路、西环路等建设 5 条旅游
景观道，构建元氏全域南北串联的慢行
旅游体系。整体形成了两横三纵（两横
即城泉路、井元路，三纵即龙兴山水风
景大道、红旗大街、国道 107）的快进慢
游交通体系。

在红旗大街与常山路交口，建设
1600 平方米的元氏县游客服务中心，
集中展示元氏常山古郡文化、县域城建
发展规划、乡村振兴等内容；提升或新
建 8 处景区游客中心，新建元味巷、昊
和国际文体城、汉街 3 处景区游客中
心，对现有封龙山、蟠龙湖、华夏幸福产

业新城、铁屯村等景区游客中心进行提
升改造，完善咨询、售票、休憩、购物等
旅游服务功能。

以打造旅游“厕所革命”样板工程
为目标，在元氏全域建设 24 处旅游厕
所。在元味巷、蟠龙湖、龙河新区、元氏
汉街等观摩点及元氏县游客中心、槐南
驿站等旅游咨询点，提升或新建了 16
个旅游厕所；同时以生态厕所的标准实
施了蟠龙湖、万花山、龙河新区、恒大童
旅城、铁屯村等区域的8处厕所提升建
设工程。

以“标准化、本土化、智能化”要求，
完善元氏导览导视系统建设，增设 24
处导览导视标识。其中，在井元路与红
旗大街、龙山大道、装院路交口，红旗大
街与槐河北路、槐河南路交口等区域设
置7处旅游交通引导标识；在元氏县游

客中心、元南驿站、槐南驿站及汉码头
区域设置了4座全域旅游全景图；在龙
兴山水风景大道槐河北岸段、西环路骑
行绿道，韩台路骑行绿道出入口设置了
空间引导标识、导向警示标识等3套绿
道导视系统；在元南驿站及槐南驿站设
置了两套驿站标识系统。

同时，以旅发大会为契机，在元氏
县游客中心内，建设了智慧城市指挥中
心、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和智慧环保云
平台，形成县域指挥调度、应急处置、警
令发布、情报信息采集、分析应用等于
一体的综合平台，通过“一站式”的游客
旅游综合服务平台，将旅游服务覆盖至

“游前—游中—游后”，实现生态环境大
数据的有效整合和全面覆盖。同时，通
过快速推进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智慧城市云平台、公共安全视频图
像智能化系统，初步建立起以智慧公
安、智慧旅游、智慧环保等先期重点智
慧应用工程，为未来5年元氏县智慧城
市建设打下扎实基础。

6月 28日晚，伴随着一段酷炫的裸眼3D秀，精彩绝
伦的惠民文化展演《龙兴元氏》大型原创舞台剧，以录播
形式在元氏县主会场龙河大剧院、各分会场以及网上多
媒体平台华丽亮相。

《龙兴元氏》以元氏历史为时间线，通过5个章节，讲
述了从古至今在元氏县内所发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故
事，充分显现出了元氏县深厚的历史底蕴，颂扬了元氏人
民善良、勇敢、大爱的精神内核和价值传承。

第一幕“汉风泱泱”，讲述了一代贤后阴丽华伴驾从
征，并于常山郡阴家庄生下了皇子刘庄，这就是后来在历
史上治国有方、颇有建树的汉明帝。一场大型沉浸式情
景舞剧，再现东汉初年，皇子降生，群臣朝贺，普天同庆的
繁华盛景。舞台上，演员们的水袖表演飘逸舒展，战鼓擂
动之声震慑人心，使观众们身临其境。

元氏县素有“中国汉碑第一县”之称。第二幕“汉碑
巍巍”讲述了汉碑和元氏的深厚渊源。曾有七通汉碑立
于元氏的广袤大地上，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辉。它们以
斑驳文字，诉说往事沧桑；以残缺之美，再现风雨激荡。
在元氏汉碑上，记载最多的是东汉时期声势浩大的祭山
祈福。随着一声悠扬而铿锵的乐腔，揭开汉碑的神秘面
纱，百姓祭天，将士祈福，都被极富想象力地呈现在舞台
上。之后一首《汉碑吟》更是让观众们感受到汉碑价值所
在。

第三幕“学脉绵绵”，宋元时期，以“龙山三老”李冶、
元好问、张德辉为代表的文人墨客云集元氏县封龙山，封
龙书院的治学之风空前兴盛，成为闻名遐迩的江北四大
书院之一。舞台上，演员手持毛笔呈沉思痴迷状以舞蹈
形式游走舞台，配合屏风的移动道具，同时投影将数学符
号投满屏风、舞台，宛若验算数学，展现了李冶奇高的数
学成就，封龙书院的学术氛围及历史地位。此外，元代著
名剧作家白朴求学于此，舞台上《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的

“剧中剧”精彩上演，屏风移动成一横排，灯光营造灯带，
打出演员二人剪影，从剪影中走出一对演员，即梁祝二
人。屏风移动，二人翩翩起舞，展示了两人相知、相识、相
爱过程。

第四幕“红旗飘飘”，时间来到1947年11月12日，石
家庄解放后，在冀中和冀南根据地之间，只剩下了元氏最
后一座孤城，当时的元氏城墙高耸、易守难攻，为了拿下
这座固若金汤的石头城，解放军大胆开创了“坑道爆破攻
坚战”。战士们在元氏老百姓的配合下，开始了长达13
个昼夜的坑道挖掘战。舞台上，一段母与子的深情对话，
引出1947年元氏解放的红色篇章，城内城外军民一心，
浴血奋战，演绎出一曲解放元氏的英勇赞歌，同时展现出
了元氏县百姓甘于牺牲奉献的精神，让台下观众不禁潸
然泪下。

第五幕“春风习习”，豪迈的朗诵，灵动的音乐快板，
古韵新风的京戏歌，充分展现“南部新城、经济强县、美丽
元氏”的时代风貌和元氏精神，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努
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美丽元氏的信念和决心。

50分钟的大型原创舞台剧，融合了歌舞、朗诵、京剧
等多种艺术手段，浓缩了元氏的文化精华，不仅为嘉宾和
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盛宴，也为本届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增添了惊艳的一笔。

封龙书院研学活动。汉风小镇内景汉风小镇内景。。 汉文化体验馆汉文化体验馆。。

槐河边的点将台槐河边的点将台。。

蟠龙湖蟠龙湖。。

蟠龙湖海陆空表演蟠龙湖海陆空表演。。

元味巷外景元味巷外景。。

生态优先生态优先 产业立本产业立本 运动体验运动体验 文化内涵文化内涵

元氏元氏：：全面构建全面构建““一环十片区一环十片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常山故郡迎宾朋常山故郡迎宾朋，，千年古县焕新颜千年古县焕新颜。。

在美丽的仲夏之夜在美丽的仲夏之夜，，第六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元氏县开幕第六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元氏县开幕。。

作为承办地的元氏县作为承办地的元氏县，，紧紧围绕紧紧围绕““绿色绿色、、精彩精彩、、高质量高质量””办会目标办会目标，，秉持秉持““生态优先生态优先、、产业立本产业立本、、运动体验运动体验、、文化内文化内

涵涵””理念理念，，以以““打造文化生态打造文化生态、、运动休闲新高地运动休闲新高地””为主题为主题，，挖掘千年古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挖掘千年古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整合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整合当地丰富的旅游资

源源，，精细谋划精细谋划、、精密布局精密布局、、精心实施精心实施，，打造了一条打造了一条““龙兴山水风景大道龙兴山水风景大道””旅游环线旅游环线，，建设了十大特色旅游片区建设了十大特色旅游片区，，实施了实施了

1414个重点建设项目个重点建设项目，，构建起了构建起了““一环十片区一环十片区””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

在实现旅游基础在实现旅游基础、、旅游文化和服务全面提升的同时旅游文化和服务全面提升的同时，，该县坚持以旅游产业促发展该县坚持以旅游产业促发展、、调结构调结构、、惠民生惠民生，，激活区域激活区域

经济发展新动能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只有独树一帜，方可别具一格。
接棒旅发大会伊始，元氏县委、县

政府按照县域“2+1”产业定位，在办好
旅发盛会、加快现代旅游发展上，坚持
从资源产业、历史人文等特点出发，确
定了“特色化、差异化”办会思路，高标
准做好顶层设计，谋划了“一环十片区”
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新布局，明确了“生
态优先、产业立本、运动体验、文化内
涵”的新理念，确立了办一届“水平更
高、质量更高，更加务实、更加绚丽多
彩”的旅发大会新定位。

谋划“一环十片区”旅游发展新
布局。“一环”指实施总长约 80 公里
的元氏“龙兴山水风景大道”旅游环
线工程，连接全县十大特色片区主要
旅游项目，构建玉带串珠、一段一景
的环式精品旅游线路。“十片区”指打
造十大特色旅游片区，重点建设突出
健身休闲的蟠龙湖片区，突出历史文

化的封龙山片区，突出产业发展的产
城融合片区，突出汽车体育和美食的
特色小镇片区，突出党建和乡村治理
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突出汉代文化
的汉街景区，突出河道治理的槐河湿
地景区，突出绿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
槐河人家片区，突出生态休闲康养的
万花山片区，突出都市休闲的龙河新
区。通过重点项目建设，带动10个乡
镇 191 个 村 旅 游 发 展 ， 覆 盖 率 达
92%，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新布局初具
规模。

明确“四个坚持”文旅融合新理
念。坚持“生态优先”，坚守生态红线、
土地底线，建立完善管控制度，加快实
现使用与补偿平衡，大力推进生态绿廊
建设，持续改善和提升环境质量，体现
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产业立本”，围绕

“旅游+”思路，加快培育壮大旅游产
业，推动旅游产业与现代农业、新型商

业、幸福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体现产业
兴县理念。坚持“运动体验”，以体育健
身为特色，发挥蟠龙湖水上运动基地、
无极山户外运动基地、万花山森林休闲
运动基地功能，结合田园采摘游乐等内
容，增强体验效果，体现运动健康理
念。坚持“文化内涵”，深入挖掘西周遗
址文化、汉代郡国文化、宋元书院文化
等资源，延续地域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体现文化强县理念。

确立“四个更加”旅发大会新定
位。坚决落实石家庄市委关于“力争
把第六届市旅发大会办成一届水平更
高、质量更高，更加务实、更加绚丽
多彩的大会”的指示精神，瞄准更高
目标，以务实为导向，注重长远效
益，用活用好市场运作模式，做好场
馆建设及会议活动安排等工作，全面
提升各界人士与会体验，力争办一届
能长期服务群众的“永不落幕”的旅

发大会。特别是树立更高定位，坚持
世界眼光，通过建设荷兰风情园、英
伦小镇、温泉国际文化旅游城等一批
风靡世界的休闲旅游项目，举办蟠龙
湖水上冲浪、昊和F3赛车、无极山滑
翔伞等一批国际邀请赛，办一届具有
一定国际化、外向型的旅发大会。

顶层设计，擘画全域旅游发展蓝图

以活力型健康旅游目的地为核心，
元氏县构建了“健身、健心、健脑”旅游
业态产品体系，以“旅游+”的形式，融
合“文化体验、生态科普、城市休闲、体
育运动、乡村农业”五大新业态，助力元
氏文旅产业发展。

旅游+文化体验，文化体验旅游业
态涵盖封龙山生态旅游区、蟠龙湖国际
滨水休闲度假区、万花山森林公园、殷
村元味巷和槐河生态走廊等 6 个重点
项目，以研学、科技、演艺、展览等方式
体验元氏龙兴文化、书院教育文化、汉
碑文化、美食文化、非遗文化及农业文
化，拓展文化旅游类型。

旅游+生态科普，生态科普旅游业
态包括万花山森林公园、槐河生态走
廊、朗通农业田园综合体和恒大高科小
镇 4 个重点项目，涵盖湿地科普、花海
游憩、田园度假、百草研学、农业科技体
验5项功能，助力生态旅游发展。

旅游+城市休闲，城市休闲旅游业
态涵盖龙河新区、汉街 2 个重点项目，

融入智慧生活体验、智慧城市展示、市
民休闲、汉文化体验、夜间娱乐等功能，
丰富城市旅游业态。

旅游+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旅游业
态涵盖蟠龙湖国际滨水休闲度假区、龙
河新区、殷村元味巷、万花山森林公园
和昊和国际文体城5个重点项目，依托

水上运动、骑行运动、
马拉松赛事、智慧运动
体验、赛车运动及儿童
娱乐，塑造元氏体育旅
游品牌。

旅游+乡村农业，
乡村农业旅游业态涵
盖朗通农业田园综合
体和恒大高科小镇 2
个重点项目，以温室
农业、中医药农业、花
海农业、智慧农业为
主，融入农产品博览、
农 业 科 技 交 流 等 功
能，延伸休闲农业产

业链条。
同时，该县重视景区提升改造，在

“生态优先、产业立本、运动体验、文化
内涵”的理念指导之下，对元氏县人文
型景区、自然型景区、城镇旅游街区、休
闲农业园区、乡村旅游点等共计 15 个
旅游点进行改造提升。重点关注旅发

大会观摩景区，对封龙山景区、蟠龙湖
景区、万花山景区、蟠龙湖万亩核桃园、
殷村、铁屯村、东西韩台村进行了提升
改造。

其中，在蟠龙湖景区升级工程中，
完善专业水上赛事基地建设，增加水上
嘉年华、国际马拉松等国际性活动，完
善沿线村庄旅游服务功能，对总长约8
公里的元大线进行硬化、绿化、美化提
升，缩短了到元氏县城的距离，并在红
旗大街与元大线交口设置驿站，提供旅
游引导服务，推动蟠龙湖景区旅游发
展。

对封龙山景区进行文化经济建设
及景观环境提升，增加智慧体验、文
化研学、创意展销等功能，丰富封龙
书院适配教育课程，建设封龙文化研
究中心，新增数字博物馆、汉碑园，在
游客中心内设置封龙特色文创概念
店。同时，还在新建的一条全长 2.4
公里的“星光大道”，采用点题和索引
的方式，通过中华之光、古算辉煌、灿
烂星河等 9 个板块，全面展现数学文
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巨大的作用，引导
和激发青少年对数学科学的兴趣、向
往和追求。

历史元素和现代科技完美结合

惠民展演《龙兴元氏》华丽亮相

突出特色，培育壮大特色文旅产业

注重品质，全力提高现代旅游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