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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永嘉旅游这些年，不
平凡的是奋进实干的精神风
貌，坚持文化赋能、旅游兴县，
深入践行“12310”旅游发展路
径，强力推进旅游产业做大做
强，连续四年入选全国县域旅
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旅游业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不平凡的是
探路先行的责任担当，涌现出

“楠溪江乡村音乐漫都”“夜游
楠溪”“宋韵永嘉”等文旅融合
品牌，其中“楠溪江乡村音乐漫
都”列入全省共同富裕第一批
典型案例，以“夜游楠溪”撬动
山乡共富。2021年全县共接
待游客1938.44万人次，景区
门票收入连续3年突破亿元，
旅游业增加值达到 46.06 亿
元，在26县中排名第2。

如今，迈上新征程的永嘉
旅游，与时俱进书写忠实践行

“八八战略”新篇章，真抓实干
中投身“两个先行”，在探路“共
富”的过程中奋力推进永嘉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先行。

建设“乡村音乐漫都”

这些年，永嘉依托楠溪江
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积极探
寻“两山”转换通道，无中生有、
另辟蹊径，推进音旅产业融合，
强力建设楠溪江乡村音乐漫
都，实现音乐和楠溪江旅游的
完美嫁接，楠溪江乡村音乐漫
都被列入省文旅“金名片”培育
名单，有效带动旅游业发展和
山区群众增收致富。

一家集咖啡和音乐酒吧于
一体的乐舍，凝聚着音乐赋能
旅游发展的不懈努力，为游客
和村民点亮一个关于楠溪江的
夜间记忆。

这是大若岩镇水云村的
“云水谣乐舍”，3个月前刚刚
投入试运营。露天钢琴、古筝
演奏、音乐吧台、吉他弹唱、美
食小吃……吃喝玩乐一应俱
全，支起舒适的天幕，坐在慵懒
的休闲椅上，好不惬意自在。

“白天，坐在这里纳凉，喝一壶
清茶，有歌手的弹唱，也有器乐
的演奏；夜晚，可以小酌一杯，
来一些小食，听听爵士、流行，

‘唱响’月光经济的同时，为楠
溪江音乐漫都注入新活力。”水
云村党总支书记陈永忠说，水

云村虽然是民宿村，但游客反
映夜间娱乐休闲的内容太少，
一到晚上不知道干点什么，所
以一直在考虑音乐人驻村计
划，进一步释放乡村旅游消费
潜力，拓展旅游演艺消费空间，
带动民宿经济效益，实现文旅
产业创收。

楠溪江旅游资源丰富、生
态环境优异、文化积淀深厚，却
存在着核心吸引物缺乏、休闲
体验产品少等短板问题，制约
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做大做强。
为此，我县相继引进浙旅、新
绎、复星等行业龙头企业，引进
香港 NATURE GRACE HK
CORPORATION助力打造江
南宋村，引进东海、晓峰音乐公
社、摩登天空、北京中书文旅
等。从2017年开始，先后引进
培育了楠溪江东海、星巢、草
莓、ROCKTOWN等知名音乐
节品牌，初步形成以“四季音乐
节和两大音乐营”为核心构架
的音旅融合发展新模式，并同
步推进音乐主题酒店、“艺术家
驻村”计划等项目建设，有效解
决了楠溪江旅游核心吸引物缺
乏短板问题。

现代音乐走进江南水乡的
山水田野，融天然风光与人文
景观于一体，以“水秀、岩奇、瀑
多、村古、滩林美”的独有特色
而闻名遐迩的楠溪江，从此有
了一张“乡村音乐漫都”的新名
片，并成功获评“美丽中国首选
旅游目的地”，成为中国乡村音
乐胜地。当朴树、窦唯、张楚、
崔健等知名音乐人和当红艺人
的名字，一再和楠溪江联系在

一起，不仅吸引大批乐迷、明星
粉丝、游客眼球，也引起媒体普
遍关注，有力提升了楠溪江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打响“夜游楠溪”品牌

近年来，我县从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高度，打响

“夜游楠溪”品牌，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推动发展美丽乡村夜经
济，探索走出了一条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美丽经济发展新路子。

一个刚刚换上亮装，在夜
幕下更加亮丽、更富有感染力
和吸引力的景区，彰显着美丽
经济路上的“创新味”。

这是岩头镇下日川村的狮
子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
总站共富示范区永嘉观察点”近
日在此揭牌，“两个先行·温州探
路”主题新闻行动同步启动。

在周边新景区、新业态繁
荣发展的竞争压力下，狮子岩
传统旅游已略显疲态，今年以
来，该村着手引进“新兴业态”
振兴老牌景区，全力打造狮子
岩“音乐人家”项目，该项目是
ROCKTOWN 楠溪江音乐小
镇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打造
成为楠溪江乡村音乐漫都的样
板工程，完成产业、生态、文化、
品牌等多维度的全面升级。

“完全两样了，晚上这边还
做了激光秀，包括竹筏、鸬鹚等
楠溪江元素非常吸引人。”游客
陈蕾感叹楠溪江夜间多样，玩
不够。为激活楠溪江夜游资
源，打造楠溪江夜游特色，狮子
岩亮灯工程投资600多万元，

用激光灯、步道灯、萤火虫灯等
方式，科学合理的进行灯光布
景，既达到了视觉引导，提高了
夜间游玩安全性和游客夜游比
例，为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增
长。楠溪江核心景区精品线攻
坚专班下日川攻坚组组长李新
聪表示，接下来将增加夜游和
夜娱项目，狮子岩“音乐人家”
第一批8月份面向游客进行开
放，使游客更加恋上狮子岩。

灯火阑珊烛影深，楠溪夜
景醉迷人。与此同时，6月24
日至9月25日，第三季“夜游
楠溪”，逛夜市、看火舞、听音
乐、打卡酒馆、举杯畅饮……楠
溪江滩地音乐公园成为市民、
游客夜游打卡的又一新去处。
大家相聚在楠溪江畔，欣赏火
舞表演、纵享音乐狂欢，一起度
过一个愉悦浪漫的夏日夜晚。

其实早在2020年，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依托楠溪
江山水、田园、古村，我县顺势
推出“夜游楠溪”特色品牌，打
造了楠溪江文旅经济“月亮版
块”，推动楠溪江从“一日游”升
级为过夜游、多日游，有效带动
楠溪江旅游业发展和山区群众
增收致富，在共同富裕道路上
书写新篇章。

当前，我县正在构筑“夜游、
夜赏、夜食、夜娱、夜宿”五位一
体的乡村夜景和产业形态，接下
来还会持续推出更多体验式、沉
浸式的夜游体验产品。

夜间旅游点亮“夜经济”

这些年，我县夜间消费业
态越来越丰富，有吃头、有玩

头、有看头、有文化的夜间消费
从年轻人扩展到更广泛的人
群，越来越多永嘉及周边的市
民加入夜生活，畅享夜经济。
2021年 8月，我县出台《关于
培育“月光经济”产业的实施意
见》，月光经济的产业布局将落
在特色餐饮、文化旅游、夜间购
物、体育健身、研学培训5大业
态49个子项目上，“小需求”变
为政府关心的“大事情”。

一个夜间小地摊，折射“夜
游楠溪”人气高涨的背后，“月光
经济”这座富矿逐渐崭露头角。
金爱芬选择的大都是小孩的玩
具，玩具手枪、飞盘、泡泡机等
等。“本来晚上就经常过来玩玩
看看，顺便摆个摊还能赚点小
钱，大家都乐意。”因为夜游楠溪
入场免费，且没有限制摆摊，这
也就成了许多村民的相同选
择。“平时的话人就少一些，生意
不太好，主要还是看周末，市区
过来的人看乐队的人多起来，有
时候一晚就能卖三四百。”像金
爱芬这样的小摊铺在滩地音乐
公园也自成了一个“部落”，成为
夜游楠溪的一部分有益补充。

“晚上出来逛的时候非常
惬意，很舒心、很放松。”“这里
吃的喝的玩的都有，挺开心的，
幸福指数还是很高的。”村民纷
纷点赞。

夜经济不仅可以扩大消费
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且还
可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消
费多样性。围绕夜游、夜赏、夜
食、夜娱、夜宿需求，我县从
2020年开始，首次提出破题楠
溪夜经济，顺应消费升级趋势，
响应消费者新诉求，在特色产品
与配套服务上做精做优，把创新
文章往深里做，精心打造一批夜
间农夫集市、一批夜间工艺作
坊、一批特色美食街店、一批休
闲娱乐活动等，实现“白天经济”
与“夜间经济”无缝衔接，形成全
天候、全时段、全方位夜间产业
链闭环体系。不仅极大地丰富
了游客夜间体验，也促进了农特
产品就地销售，带动周边服务业
快速回暖，让夜间消费菜单有更
多的新选择。

如今的夜楠溪，一改过去
万籁俱寂，文化、音乐搭台，吸
引宾客沓来。夜游楠溪用光影
交织晚风中的浪漫，盘活夜间
经济，也向游客展现出了永嘉
旅游的另一番模样。

记者 潘益风

“乡村音乐漫都”点亮美丽乡村“夜经济”
我县在探路“共富”过程中奋力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先行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在
湖南长沙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
品牌节年会上，我县奥康集团
有限公司荣膺“中国舒适男鞋
奖”称号，并列入中国品牌500
强榜单。

本届中国品牌节年会以
“开放与奋进”为主题，奥康集
团董事长王振滔在开幕式上发

表主旨演讲，并与企业家代表
们现场点燃了一把“品牌之
火”。“火是奥康的文化图腾，这
把火是奥康历史上的第三把
火，标志着奥康品牌的全新升
级。”王振滔表示，希望这把“品
牌之火”能凝聚起更多志同道
合的企业家，一起参与打造品
牌强国，让中国品牌在国际舞

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自 1988 年 8月 8日创立

以来，奥康集团始终专注男士
皮鞋研发生产，曾荣获“中国名
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等荣
誉，在全国拥有超2500家门
店。截至目前，已主持及参与
制定国际标准2项、国家标准5
项和行业标准7项，并获得了

166项专利。
在34年的发展历程中，奥

康集团的火焰一直熊熊燃烧
着。企业创办之初，正是温州皮
鞋饱受非议的时期，几乎与“假
冒伪劣商品”划上了等号。
1999年，王振滔在杭州点燃了

“第一把火”——“雪耻之火”，把
收缴来的假冒奥康皮鞋付之一

炬，为温州皮鞋正名。2007年，
已经打响男鞋品牌的奥康集团
又点燃了“第二把火”——“诚信
之火”，发出了“品牌温州”“信用
温州”的声音。在今年的品牌节
上，王振滔点燃了“第三把
火”——“品牌之火”，表达着奥
康集团努力成为中国品牌之光
的坚定决心。 记者 胡安育

奥康集团荣膺“中国舒适男鞋奖”称号
同时列入中国品牌500强榜单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县召开楠
溪江乡土建筑研讨会，中国建筑学会
民居建筑专家从不同角度为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县委
副书记张贤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
旭丹参加研讨会。

张贤孟在致辞中对前来调研的专
家学者表示欢迎，介绍了我县乡土建
筑保护和发展情况。张贤孟表示，永
嘉历史悠久，山水人文深具研究价值，
悠悠三百里楠溪江，融天然风光与人
文景观于一体，素以“水美、岩奇、瀑多、
林秀、村古”闻名遐迩，是国内唯一以山
水田园风光见长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目前正在申报、创建5A级旅游景
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点出
发，探讨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的途径，永
嘉将认真吸取意见、建议，以专业化视
角、专业化团队开启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新篇章，让传统村落得到专业保护。

研讨会上，参会专家学者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对当前古村落保护与传
承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中国民族
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唐
孝祥提出，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开发，进
一步挖掘永嘉的历史文化是关键。中
国建筑学会民居建筑学术委员会主任

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陆琦则认为，村庄是
活态的，古村落保护与利用既要保护传统，又要关注发
展，要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国民族建筑研究
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王国光表示，传统建筑可以和非遗活动有机
结合，两者联动或许可以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国建筑
学会民居建筑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与城
市规划学院副院长谭刚毅认为，在保护和利用的过程
中，要合理开发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延伸产业链，活化
利用历史文化资源，让新产业引领新发展。

会前，专家学者到岩头镇苍坡村、芙蓉村、丽水街，
枫林千年古城，大若岩镇埭头村，岩坦镇溪口村、林坑
村、暨家寨、岩龙村，鹤盛镇岭上村等多个古村落参观
考察，深入探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好方法、好模式和
新思路、新途径。 记者 汪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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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县委
书记黄慧主持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部署耕地“两非”问题
整治工作，她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
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有关
部署要求，结合我县实际，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整治工作。县领导黄
鹤楼、郑利雨参加会议。

会上，县农业农村局、县
资规局分别汇报了粮食生产
功能区“两非”整治优化工作
进展情况、耕地“非农化”整
治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计
划，县领导黄鹤楼、郑利雨就
下步工作进行了研判部署。

黄慧指出，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整治工作事关粮
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各地各
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
认识耕地“两非”问题整改工
作的紧迫性，严格按照省、市
部署要求，把握目标和时间

节点，压紧压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各方责任，态度坚
决、扎实稳妥、有力有序推进耕地“两非”整治工作。

黄慧强调，要全面排查掌握底数，精准掌握耕地
“两非”问题类型、数量、面积、分布等情况，对症下药、
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落实。要画好行动
图、分解任务表，把握目标和时间节点，倒排时间、倒排
任务、责任到人，制定分类处置方案，实行清单化推进、
项目化管理。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属地政府耕
地保护主体责任，强化部门主管责任，通过定期研判、
晾晒比拼、联合执法等方式，多方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耕地“两非”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增强群众的耕地保护意识，充分调动群众积极
性。要加强督查检查和业务指导，实行责任捆绑，健全
奖惩机制，举一反三、着眼长远完善工作机制，做到常
抓长管、严抓严管。 记者 厉定武

本报讯 不发通知、不打
招呼、直奔现场，昨天，县委
书记黄慧先后到南城、三江、
乌牛等地暗访疫情防控工作，
深入医疗机构、核酸检测点、
酒店、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检
查督导，并看望慰问持续奋战
在防疫战线一线工作人员。她
强调，要毫不懈怠地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切实织密织牢疫
情防控网，坚决守牢疫情防控
的防线，全力维护群众健康安
全和城市健康发展。县领导汪
金琰、许克达陪同。

“你们核酸检测都做了
吗、有没有做好实名登记、从
业人员有没有纳管……”黄慧
先后来到上塘一正药房城西
店、上塘嘉安社区卫生服务
站，检查购买药品名册、购买
人实名登记、从业人员纳管、
医护人员自身防护等情况，询
问防控流程，查看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她指出，药店、社区
卫生服务站是疫情防控的哨
点，必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
闭环管理措施，确保每一个环

节都严格遵守防控制度要求。
高速口疫情防控服务点是

疫情防控的重点场所。在温州
北高速口，黄慧实地检查了服
务点信息登记、体温测量、后
勤物资、核酸采样等情况。黄
慧要求，要严格抓好“外防输
入”，精准掌握中高风险地区
来永人员情况，全面落实重点
人群全流程闭环管控，切实做
到来永人车应检尽检，坚决守
好来永交通卡口“大门”，确
保不漏一车、不漏一人。

在三江街道疫情防控数据

专班，黄慧实地查看了专班运
行情况，询问了解重点人员信
息核查、隔离转运等情况。黄
慧强调，要全力抓好数据排
查，提速提效做好风险人群排
查管控，用好“大数据+微网
格”办法，确保所有重点地区
来永返永人员第一时间排查管
控到位，切实阻断疫情输入的
链条。

在乌牛街道，黄慧先后来
到御延大酒店、岭下工业园区
等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疫
情防控落实情况。黄慧指出，

要加强隔离场所管理，严格落
实“7条管理措施”，落实好
人员封闭管理、物品和环境消
毒、健康监测、核酸检测、废
弃物处置、转运车辆等闭环管
理措施，压实属地、部门、单
位、个人“四方责任”。要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继续做好重大项目投资建
设等工作，真正做到“生产不
停、产能不减、物流不断、秩
序不乱”，奋力交出经济稳进
提质高分报表。

记者 范海国陈俊

黄慧暗访疫情防控工作

精准落实防控举措 助力经济稳进提质

专注外贸女鞋30年
如今开始走“高端”
浙江亚洲人鞋业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完
成订单1000万美元，同比增80%

他们向阳逆行推动
“空中视线”净化
永嘉电信5支工程队坚守在“上改下”工程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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