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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

旅游，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当这

两个不同属性的产业相互“碰撞”，

会擦除什么样的火花？

上周，板桥镇以“生态农场 采

摘天堂”为主题举办了 2017 美丽

板桥田园小镇乡村旅游发展大会，

相继引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

体的关注。

此次活动分为“采摘旅游节启

动仪式”和“2017 美丽板桥田园小

镇城市农夫项目合作洽谈会”两大

板块。目的是以此次大会为切入

点，通过线上线下的系列活动，建

立板桥乡村采摘旅游品牌，提高板

桥乡村旅游知名度，促进板桥农旅

产业发展并通过项目招引、资本落

地，探索出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板桥镇位于青山湖畔，东接余

杭区，南连富阳区，西邻临安主城

区，北依青山湖省级科创城，区位

优越，环境优美。但多年来，板桥产

业发展不平衡，第三产业特别是旅

游业发展滞后。此次，借着城市国

际化和全域景区化的东风，板桥顺

势而为，融入发展，尝试打造一个

人人向往的生态乐园，既补齐旅游

业发展滞后的短板，又让当地农民

的收入翻几番。

“要想实现板桥旅游‘零起

跑’，‘农旅融合发展’之路是目前

最可行有效的法子。”板桥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板桥山水资源丰富，

农业“一村一品”特色明显。因此，

一方面瞄准现有的生态特色农业，

提出“全域采摘旅游”的概念，推出

乡村采摘游产品，旨在将板桥打造

成城市居民的“田园超市”。另一方

面，通过开展项目招商引资，让更

多的“城市农夫”的“乡愁”落地，共

同参与到板桥的乡村旅游建设中

来，将板桥变成城里人的“乐园”。

活动现场，板桥镇发布了乡村

采摘游线路产品，并将云彩土鸡、

灵溪草莓、花桥香榧、花戏小香薯、

葱坑白杨梅、板桥甲鱼等各类特色

农产品打包推介。此外，该镇还成

立了农旅融合发展联盟，以民间联

盟组织的形式，抱团协作，寻找客

源，开拓市场，共谋发展。据悉，该

组织将联合迫切发展旅游的种养

大户、专业合作社及以生产为主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把生产基地作为

观光采摘的农业景点。采用统一

LOGO 形象，统一标识标牌，统一围

墙围栏，统一生产标准等，以“全域

采摘旅游”的概念，主打板桥“生态

农场、采摘天堂”这一旅游品牌。以

此为带动，推进农家乐、民宿、休闲

观光农业、景区（点）开发以及其它

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农旅产业成为

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种梨卖果，种稻卖粮，种茶卖

叶，一年劳作只收获一季的农业，

如何才能实现“全年卖风景”？“农

业+旅游”刚好能满足这种需求。农

业旅游是指利用农村的自然风光

作为旅游资源，提供必要的生活设

施，让游客从事农耕、收获、采摘、

垂钓、饲养等活动，享受回归自然

的乐趣，其目标市场主要是城市居

民。

眼下，正式葡萄销售旺季，然

而与以往相比，路边少了农户叫卖

的身影，田间地头多了游人采摘的

热闹景象。这也得益于农业与旅游

“联姻”的理念。“原先，我的葡萄卖

8 元一斤，有人嫌贵。现在，通过游

客参与采摘的方式，葡萄的价格提

高到 10 元一斤，另外每位游客还

收 20 元的门票。”天目山镇徐村一

位葡萄种植户告诉记者，对顾客来

说，成本更高了，但是需求量却有

增无减。“以前就盼着来天目山有

玩的客人能顺道来葡萄园采摘，现

在可好了，葡萄园就是游客的目的

地了。”

天目山小香薯文化节、板桥香

榧节、好家风白笋宴、茶俗文化旅

游节、特色农产品行业峰会……近

年来，我市不断探索“农业+旅游”

新模式，通过举办节庆活动，推介

农产品，推出与农产品有关的旅游

线路，实现旅游产业与休闲农业的

有机融合。既打响了本地的农产品

品牌，为追求新鲜与品质的城里人

带去高质量产品，又带来新的客

源。

记者采访了我市不少农产品

种植户和养殖户，大部分“农场主”

都表示不满足当前单一的“卖产

品”模式。在他们的心中，都有这样

一幅蓝图，即通过完善配套设施，

打造田园综合体，让游客能吃农家

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

乐。

“发展农业旅游是趋势，也是

新形势下建设新农村，促进农民增

收的渠道。”市旅游局负责人表示，

临安农业基础和旅游基础良好，将

会以“农业+旅游”为抓手，把农田

变美景。同时，通过完善交通、停车

场、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等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

有力的支撑。

板桥镇乡村采摘旅游线路院
春季院踏春采摘游

采摘草莓、桑葚、樱桃等水果，

或参与挖春笋，采摘时令蔬菜、上

田茶叶等。结束后前往土鸡观光

园，抓土鸡、捡土鸡蛋。中午在土鸡

观光园品尝土鸡煲。下午前往景区

游玩踏春。

夏季院避暑纳凉游

采摘葡萄、杨梅、水蜜桃、梨、

西瓜等瓜果，体验挖小香薯、掰玉

米或抓泥鳅、钓甲鱼等。中午在当

地农家体验游餐。餐后前往景区漂

流，来一场“湿身”之旅。

秋季院赏秋体验游

可在板桥观赏千亩金黄色谷

浪的景象，也可亲身参与稻谷收

割、板桥香榧采摘与加工以及时令

果蔬的采摘。“灰姑娘”南瓜、迷你

香薯、土豆都将是您的“囊中之

物”。中午去农家游餐或在农家乐

用餐，下午前往景区赏秋。

冬季院年俗风情游

到板桥美丽牧场（羊场、奶牛

场）参观自动化挤奶工艺，喂羊喂

牛互动。可根据需求认养或订购鲜

奶，采摘、采购各类水果和蔬菜，适

时置办年货。中午游餐吃年猪饭，

下午前往景区游玩。 记者 朱艳

农业“邂逅”旅游 农田“变身”美景

当一阵微凉的风吹过，树上的

的叶子窸窣作响，秋天，悄悄来了。

说起秋天，脑子里闪出的是硕果飘

香、是秋风瑟瑟、更是枝头的一抹

红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

于二月花，关于赏红叶，并不是

咱现代人独有的事，古人早就有

这样雅致的爱好了。在大家的印

象中，香山的红叶最有名，婺源

的红叶很宁静，四川的红叶很诗

意。当然，在临安，也有那么几

处地方，那里的红叶，带着秋的

韵律、诉说着秋的情怀。如果有

空，不妨去看看。

在深秋来临之前，在层林尽染

之前，神龙川景区推出赏红叶经典

二日游，带你赏叶赏景、尝美食、住

民宿。

路线推荐院
方案一院 神龙川+指南红叶小

镇+青山湖二日行程

D1：早上，驾车来到神龙川风

景区，游山玩水，观看精彩的风情

表演等；中午，山间拾柴，亲手烧一

锅农家特色铜锅饭；吃完中餐后，

前往指南山，游览千年古村落———

指南山（红叶小镇）傍晚，入住当地

农家乐，体验农家生活。

D2：早上，睡到自然醒，驾车前

往青山湖欣赏水上公园的美景；午

餐后，愉快返程

方案二院 天目山+指南红叶小

镇+神龙川二日行程

D1：早上，驾车来到天目山风

景区，爬山赏纷飞秋叶；吃完中餐

后，前往指南山欣赏满山红叶；傍

晚，前往神龙川风景区，入住传统

民宿天香园或度假村；

D2：早上，睡到自然醒，在神龙

川风景区游山玩水，观看精彩的风

情表演；中午，山间拾柴，亲手烧一

锅农家特色铜锅饭；吃完中餐后，

愉快返程

方案三院 东天目山+指南红叶

小镇+神龙川二日行程

D1：早上，驾车来到东天目山

风景区，爬山观赏东西两瀑和满山

的秋叶；中午，吃完中餐后，前往指

南山欣赏满山红叶；傍晚，前往神

龙川风景区，入住传统民宿天香园

或度假村；

D2：早上，睡到自然醒，在神龙

川风景区游山玩水，观看精彩的风

情表演；中午，山间拾柴，亲手烧一

锅农家特色铜锅饭；吃完中餐后，

愉快返程。 记者 朱艳

神龙川景区提前送上赏红叶攻略
品铜锅饭 赏红叶美景

近日，杭州市委办公厅和杭州

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表

彰杭州市科技创新突出贡献企业

（单位）及优秀经营者（个人）的通

报”，对于 2016 年度推进杭州市经

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企业单位和优秀经营者进行

表彰。我市相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获得杭州市 2016 年度“现代服务业

先进企业”荣誉称号。

杭州临安相见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14 年，是浙西大峡谷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主营民

宿管理。“原先我们做的是传统的旅

游经营。”浙西大峡谷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潘青青表示，随着乡村

旅游和我市民宿的发展，该公司转

型升级，成立子公司，升级生态观光

旅游。并与相见村签订协议，整村开

发乡村旅游和民宿。

相见村，位于龙岗镇浙西大峡

谷景区内。全村 150 余户村民，房屋

的平均海拔 500 米，临崖傍山、独特

视野，周边梯田环绕、竹林密布。但

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僻加之交通限

制，使得这个充满诗意的村庄成为

大山里的“遗珠”。2016 年元月，临

安相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推出云相

见民宿，凭着门口露台上“云卷云

舒”的梦幻景致，迅速成为临安“网

红”民宿，也让这颗“遗珠”发光发

亮，逐渐被人熟知。

相见村有一片高山野茶，是难

得的高品质茶叶。结合此特色，该公

司于今年 2 月又推出了相见茶舍。

相见茶舍沉稳大气、精致时尚，是客

人到达相见村的第一站，是村子的

颜值担当。4 月份，这里举办了“相

见茶评会”，尝试将民宿、村民、地方

产业融合起来，带动村落景区发展。

目前，我市正在大力推广村落

景区运营，作为第一批入驻的运营

公司，杭州临安相见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已经完成了房屋的租赁、民宿

村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规划方

案、运营团队建立、文创生活区概念

方案等工作。“我们将以深耕浙西大

峡谷 18 年的决心和精神，打造一个

新旅游产品—‘相见山城’，推动村

落景区运营上新的台阶，助力全域

景区化。”潘青青说。

记者 朱艳

杭州临安相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获“现代服务业先进企业”称号

旅游新干线

为进一步宣传展示绿道建设成

果，日前，省建设厅会同省林业厅、

农业厅、交通运输厅、旅游局等 7 个

厅局开展全省第一届“浙江省最美

绿道”评选活动。经过前期申报，目

前确定了 30 条“浙江最美绿道”候

选名单，我市的青山湖环湖绿道位

列其中。

据悉，30 条绿道分为城镇型、

郊野型两大类别，统一纳入浙江城

乡建设的公众号进行投票。最终将

综合得票情况和专家意见评选出

20 条“浙江最美绿道”。即日起至 8
月 25 日 18 时，只要关注“浙江城乡

建设”的微信公众号，即可选择心目

中的最美绿道进行投票。

青山湖环湖绿道全长 42.195
公里，与国际马拉松赛程距离相当，

项目总投资 10.83 亿元，共分三期

实施，目前该绿道一期 10 公里已于

去年精彩亮相。已建成的 10 公里绿

道起于望湖公园，东至大草坪，沿途

有堤岸绿道、森林占道、观景亭等景

观节点。是一条整合湖光山色，集生

态、休闲、体验为一体，注入钱王文

化、地域特点等亮点特色的复合式

旅游廊道。

天气晴好，约上三五好友漫步

绿道或骑行游览，看烟波浩渺、品四

季轮回，如今的青山湖环湖绿道早

已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一大去处。

投票方式院 关注省建设厅官方

微信“浙江城乡建设”，选择心目中

的“浙江最美绿道”；

投票截止时间院2017 年 8 月 25
日 18 时；

有关要求院 每个账号只可投票

一次。 记者 金轶润

青山湖环湖绿道
全力冲刺“浙江最美绿道”
动一动手指，来为青山湖环湖绿道投票

天目小香薯文化节 见习记者 吕坤 摄

板桥采摘 记者 金凯华 摄

为相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授牌

绿道骑行 见习记者 吕坤 摄

指南村 记者 金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