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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森林、河湖、温泉等
自然资源丰富，是 13万年前人类祖先“马坝人”繁衍
生息之地，是 4000 多年前“石峡文化”的发祥地，是

“禅宗祖庭”千年古刹南华禅寺的坐落之地，被评为
“中国温泉之乡”。

近年来，曲江区以《韶关市曲江区全域旅游发展
规划（2018-2035）》为引领，以创建广东省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契机，充分发挥文旅资源优势，通过全域旅
游发展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日前，成功上榜广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第四批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公示名单，全域旅游发展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突出特色 提升全域基础建设

2020 年，曲江区完成了包括旅游 LOGO、吉祥
物、宣传口号、指示标识牌等系列可视文创设计和
专利申请。通过策划，吉祥物“马坝人先生”参与到
直播带货、文明旅游宣传、文体活动、城市和乡村建
设之中，并制作了表情包、宣传广告、旅游特色商品
等，城市形象开始融入市民群众的生活之中。通过
在新媒体平台做好文创推广宣传工作，让吉祥物

“马坝人先生”以更加接地气、更加亲民的创新形
式，吸引更多市民游客了解曲江历史人文、体验曲
江旅游特色。

以曲江旅游文创为特色，曲江区全面提升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设计了包含全域旅游全景导览牌、
景区（点）介绍牌、旅游交通牌、全域旅游宣传牌、城
市地标等为一体的全域旅游标识指示系统，形成了
曲江独有的全域旅游标识系统，营造着浓厚的全域
旅游宣传氛围。将韶关市汽车南站游客服务大厅
与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功能相融合，打造了集旅游咨
询、旅游投诉、游客休憩、旅游线路推介、票务办理

等业务于一体，独具曲江文创特色的旅游集散服务
中心，为来曲游客提供了专业的旅游咨询与交通指
引。建设完成以文旅大数据中心、文旅智能综合监
管平台和文旅公共服务平台为主要内容的曲江区
全域旅游智慧旅游平台，完成开发微信小程序的

“一机游曲江”，实现“互联网+”智慧旅游突破性发
展。

整合资源 突显文旅融合优势

在文旅融合发展大趋势下，曲江区充分整合文
化优势资源，融入全域旅游发展中。着力围绕打造
曹溪文化小镇、马坝人——石峡遗址公园等重点工
程项目，不断推进“大南华”“大马坝”文化旅游品牌
发展，带动全区经济效益增长。将曹溪文化小镇的
建设作为全域旅游先行起步区，优化了南华禅寺周
边旅游环境，提升“大南华”影响力。开展马坝人
——石峡遗址公园环境风貌整治以及风度书房、非
遗体验展示基地等设施建设，景区面貌焕然一新，马
坝人——石峡文化氛围更加浓厚，成为市民游客休
闲游玩、研学旅行的好去处，成功申报为广东省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不断挖掘全区各镇旅游资源，优化景点布局，推
动景点景区串点成线、成片发展。策划精品旅游线
路，“九龄故里·百里画廊”成功入选为首批省级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打造“红色展如线路”和“红色龙岗
线路”等 2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进一步保护、传承和
弘扬好红色文化。选取全区各镇 12处代表性文旅资
源，采用主题化包装，统一建设标准，打造成为游客
能直观感受曲江美景的城乡观景平台，并积极发动
企业认捐建设，充分调动企业家支持和参与家乡发
展的积极性。目前，曹溪香水、竹林听涛、草原星宿、

曲水流觞 4处观景平台已建成开放。发掘研学旅游
资源，建立曲江区研学实践（旅行）协会，创建省级研
学基地 1家、营地 2家。

项目带动 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近年来，曲江区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项
目落地带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吸引投资约 20 亿
元的华家班赛车文化旅游特色小镇项目落户曲江
沙溪镇，致力打造成既可举行顶级赛车赛事，又可
开展休闲体验、健康养生活动的特色旅游胜地；小
坑镇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经律论文化旅游小镇多
次登上美国纳斯达克大屏，成为亮眼的温泉度假文
旅品牌。加快乡村民宿行业发展，增强民宿招商引
资力度，积极鼓励乡贤返乡创业投资。吸引投资
2000 万元的依云伴山水、800 万元的朝昌苑、200 万
元的柏雅民宿、200 万元的山水静苑等高端民宿成
功落户曲江并建成运营，成功创建韶关市星级民宿
7 家。完成环罗坑水库绿道工程，将罗坑中心坝村
打造成民宿聚集区，延长游客的逗留时间，带动餐
饮、住宿及农特产品消费。打造展如红色健身旅游
步道，实现曹溪文化小镇和乌石镇展如红色村的互
通串联。

发掘乡村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以“旅游+”模式
助力乡村振兴。“旅游+农业”模式带动经济收益。着
力打造韶关百林湾生态园、曹角湾合作社、罗坑中心
坝村、马坝龙岗村等乡村旅游示范旅游景点，形成了
马坝油粘米、罗坑茶、枫湾白水蜜桃、大塘火山粉葛、
白土月饼、樟市黄豆腐、钟叔黑糯米酒等曲江本地特
色的旅游农特产品和非遗产品，给当地农民带来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和提供了就业岗位。“旅游+文化+体
育”模式打造特色节庆品牌。结合“一镇一品”文化

特色，充分挖掘当地非遗文化，推出曹溪文化旅游
节、农民丰收节、罗坑茶文化节、曹角湾民俗文化节、
樟市徒步节、枫湾花果节、大塘元社节、悦城杨梅节、
经律论体育文化旅游体育节等品牌活动，吸引省内
外游客到曲江观光游玩。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的情况下，成功举办“筑梦后花园·祈福康养地”2021
广东曲江（小坑）环湖森林半程马拉松赛，打响了曲
江旅游品牌，吸引外地游客来曲，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

提升品质 优化公共服务能力

曲江区积极开展创 A 创星评选活动，不断提升
景区服务水平和质量，目前全区共有A级景区 5家、
星级饭店 3 家、韶关市星级民宿 7 家。积极争取省、
市级相关资金 600多万元，完成新建或改扩建旅游公
厕 48座，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新农村
示范片区的建设发展要求，推进游客服务中心、购物
店、旅游标识牌、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指导乡
村旅游和旅游名村创建等工作。罗坑镇中心坝村被
评为省级文化和旅游特色村，马坝镇龙岗村被评为
省级红色村，小坑镇经律论文化旅游小镇、曹角湾村
被评为韶关市森林康养基地等。

大力整治旅游环境，完善旅游执法工作、警务体
系与志愿者服务体系，在曲江旅游集散中心、马坝人
遗址景区、曹溪温泉度假村、经律论文化旅游小镇等
4 处重要旅游点设置了旅游巡回法庭和旅游警察执
勤点，及时处理旅游投诉案件，保障景区和游客集聚
处安全。在全区 5 个 A 级景区以及重要游客集散点
设置全域旅游志愿服务岗，保障全域旅游志愿服务
质量，提升曲江旅游形象。

特约记者 唐忠祥 通讯员 曹海弘 喻寅轩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武江区从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四大
工程”为抓手，统筹推进教育资源配置、队伍建设、管
理体制等改革，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

改建扩建 增加优质学位供给

该区坚持“抓教育就是抓发展、谋教育就是谋未
来”的理念，举全区之力发展教育，以突出抓好教育

“四大工程”为重点，以补短板、强弱项为目标，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2018年-2021年，该区完成投入 2.53亿元新改扩
建中小学、幼儿园 18 所，增加优质学位 11700 个，其
中幼儿园 2700 个、小学 9000 个，大幅优化区域内教
育布局与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均衡公平。其中，2021
年 9 月新改扩建学校 8 所（公办幼儿园 5 所、小学 3
所）完工并投入使用，新增学位 5670个，建设投入资
金达 1.76亿元；投入 490万元进行农村寄宿制学校校
舍维修、校园整治、运动场改造（5个）等建设，投入约
275万元实施“厕所革命”，7所学校新增蹲位 186个。

2021年初，制定实施《武江区民生幸福三年行动
计划（2021-2023 年）》，将实施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工
程列为重点内容，推进“3+3+1”教育项目，即力争通
过三年时间，在城区规划建设 3 所幼儿园、3 所小学
和 1所中学。其中新建武江小学项目于 8月 26日动
工，新建西河中心幼儿园项目将于 11月开工，重阳中
心幼儿园、新华第二幼儿园等 2所幼儿园新建项目正
在规划中。

多措并举 打造优秀教师队伍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该区大力弘扬尊
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推动形成优秀人才竞相从教、广
大教师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深入实施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工程，对照“四有”
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要求，把师德当作教师素质
的首要标准，把锤炼高尚师德作为落实立德树人的
必然要求，积极培育教师形成新时代高尚师德。近
一年来，各学校开展师德师风学习教育活动 200 余
次，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 2000余份，全覆盖开展明察
暗访 2次。

深入实施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培育工程，通
过重点培养、个性发展、理论提升、学习深造、跟岗交
流、多岗锻炼等方式，积极引导培养对象争当名校长
名教师名班主任，引领广大教师在讲台上、工作岗位
上展现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心有大我的家国情怀、
教育为民的责任担当。目前，全区教育系统设立 22

个市、区级三名工作室，现有特级教师 3人、省级名园
长 1人、市级名校（园）长 5人、市级名教师 3人。

深入实施思政课创新实践工程，配齐建强思政
课教研队伍，探索建立中小学思政课备课、研讨一体
化模式，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扎实上好以爱党爱
国、抗疫精神、党史学习教育等方面的思政课，开展

“党在我心中”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强化
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引导青少年听党话。2021 年
上半年开展思政课教研活动 200余场次，录制党史精
品思政课 57节（其中党史课 29节），组织思政课教师
培训 200余人次。

今年 1-8月，全区教育系统荣获区级以上集体荣
誉 79 个，其中国家级 2 个、省级 12 个、市级 28 个；教
师个人荣获区级以上荣誉 916 个，其中国家级 7 个、
省级 201个、市级 268个。

深化改革 助推高质量发展

该区教育局建立以城带镇、以强带弱、以优带新
的发展机制，将 31所中小学和 10所公办幼儿园组建
成 7个教育联盟体，联盟体学校在教师交流、教学教
研、党建共建等方面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促进学校
整体均衡优质发展。以新华幼儿园为龙头幼儿园，
新办的滨江花园幼儿园、蓉城幼儿园和鸿裕幼儿园
为成员，组建新华幼儿园教育集团，探索一体化办学
模式。

坚持“五育并举”，深化育人方式改革。围绕突
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
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等 5 个方面，深入挖掘“五育
并举”的课程整体育人功能，将立德树人要求融入
课程建设、课堂教学、考试评价等关键环节，构建德
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学校课程体系。深入推进中
小学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校长抓大德育工作机制，
以“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为主线，开展青少年学
生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教育系列活动 200余场次。目
前，该区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7所、全国
校园篮球特色校 2 所、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推广
学校 4 所、韶关市体育基地学校 2 所、韶关市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 3 所。今年 1-8 月，学生个人荣获区级
以上荣誉 1608 个，其中国家级 6 个、省级 545 个、市

级 601个。

一校一品 强化学校内涵发展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抓手，结合“一训三风”，实施
“特色项目—学校特色—学校品牌”的特色强校工
程，积极鼓励引导每所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
展各自的特色项目，强化学校内涵发展，培育学生的
综合素质，铸就学校特色品牌，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
建设。例如，市九中的“乐文化”、风烈中学的“风烈
文化”、市十五中“韵美”文化、金福园小学的“幸福文
化”、田家炳小学的“秉贤文化”、东岗小学的“明礼文
化”、红星小学的“红星文化”、沙湖绿洲小学的“绿芽

文化”、至和汤邓淑芳纪念学校的“善文化”、镇泰小
学的“紫藤文化”、沐溪小学的“水滴文化”、新华幼儿
园的“和文化”等，形成了“一校一品”的良好局面。

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强则武江强。在新的征
程上，武江教育将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决心，
践行教育初心，担当育人使命，谱写教育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向教育现代化迈进，努力创建全国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区，为武江建设韶关“双化双融”先行
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率先突破区奠定坚实的人才
基础。

通讯员 刘华华

突出文化优势 发展全域旅游
——曲江区高质量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侧记

践行教育初心 担当育人使命
——武江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综述

该区学校开展”同上一节党史课“活动。 图片由武江区教育局提供

（紧接A1版）目前，我市与中国三峡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
协议，就风光资源开发建设达成了合作，按全市未开
发风光总资源容量（规划 1100万千瓦），配置给两家
企业各 550万千瓦（其中风电 150万千瓦、光伏 400万
千瓦），加快辖区内风光资源开发，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尽快达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鼓励先进节能技术的集成
优化应用，削减成本，增强产业竞争力和改善消费者
福利。在增加能源供应总量的同时，尽可能地减低
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和数量。同时，以韶钢焦炉煤气
作为氢气生产主要原料，打造氢创产业园，推动氢能
发展，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保障韶关能源供给、经
济增长和生态发展。

此外，实施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多元化发展。提
高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推进工业、交通、供热

等领域电气化改造，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给电
力、热力和燃料占比。建成光/风/水/储综合电力系
统，满足碳减排双控目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源供
给安全的多重要求。

探索资源资产价值化实现路径
不断提高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韶关是曾经的“华南重工业基地”，历史原因造

成了产业结构偏重，钢铁、有色、烟草、电力等传统
产业占比较大，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结构特征十
分明显。

近年来，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深入实施，
我市 85%的国土面积列入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成为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规划中定位
的北部生态发展区重要城市，森林覆盖率达 74.43%，
生态地位重要、生态保护责任重大。

面临能源结构转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多
重压力。在此背景下，探索依托可再生能源的生态、
经济、能源协同发展模式是韶关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迫切的现实需求。

在提升生态碳汇能力方面，统筹推进国家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全力创建广东南岭国家公园，全域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我市将以创
建全国第二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引领，在大力
发展林业经济、现代农业、森林康养、文化旅游、中草
药种植等“需要山水而不污染山水的产业”的同时，
着力将电子信息、大数据、新材料、生物医药、机械装
备、汽车零配件等作为我市战略性产业来抓，已成功
签约引进了华天科技、正威国际、朗科、朗圣医药等
一批无污染、少污染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推动产业

结构向绿色低碳多元转型。
在构建绿色智能交通体系方面，建设韶关港“一

港三片区”和公铁水联运的乌石综合物流园区，全面
完成北江航道“五改三”扩能升级工程，已实现千吨
级船舶从市区直通港澳;加强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
共建韶关研究院，加快港航高新技术装备产业园、锦
江绿色航道等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智慧港口建设，推
进 LNG 等新能源动力船舶推广应用，打造绿色智能
港航。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极具挑战的系统工
程，涵盖能源、经济、社会、气候、环境等众多领域，目
前，我市已吹响了创建碳达峰碳中和先行示范区的
号角，政府、企业、公众等多个层面，需要秉持新发展
理念，凝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竭尽全力为创建碳达
峰、碳中和先行示范区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