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二

8
锦绣潇湘，旅游业一直在奔跑着向前。
2009年，全省旅游总收入迈入千亿产业；
2010年，全省旅游总收入跻身全国十强；
2012年，全省旅游总收入可望跨越两千亿；
今天，你听，前进的鼓点更激越了———

5 月， 对于湖南旅游人来说是倍感
振奋的 5 月，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旅
游强省的决定》和《湖南省“十二五”旅
游发展规划》正式颁布了。 这是省委、省
政府着眼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
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审时度势的
战略之举、着眼未来的路线之图、强力
推进的行动之纲、 产业发展里程之碑。
我们要切实增强贯彻落实《决定》和《规
划》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切实把功夫下
在抓落实、见成效上，努力加快建设旅
游强省的步伐。

一是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精神。
我们将在全省旅游系统迅速地、有力地
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决定》和《规划》精
神的热潮，制定学习方案和措施，通过
集中学习、专题讲座、培训研讨、撰写学
习心得等多种形式全面准确把握 《决
定》和《规划》的精神。 扩大学习的覆盖
面 ，组织省 、市 、县三级旅游部门有重
点、有步骤、分层次开展传达学习。

二是要大力宣传， 切实扩大影响。
我们将通过设置湖南旅游网 《决定》和
《规划》宣传专栏、举办宣传栏（窗）、举
办专题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宣传 《决定》
和《规划》精神，宣传推动旅游强省建设
的好做法、好经验，切实把学习宣传活
动不断引向深入，把全省旅游系统从业
人员的力量凝聚到落实 《决定 》和 《规
划》的各项任务上来。

三是要制定细则， 认真落实工作。
我们将建议省委、省政府把建设旅游强
省的各项工作任务逐条逐项分解到相
关部门 、相关单位 ，明确责任 ，加强协
调，抓好《决定》各项工作部署和政策措
施的贯彻落实。 制定详细的《推进旅游
强省建设行动纲要》， 把各项目标任务
具体化，全面组织、加快推进落实。

四是要形成合力， 确保取得实效。
我们将把旅游强省建设的各项工作任
务纳入旅游工作年度考核，加大考核督
促力度，强化各级各有关部门在建设旅
游强省中的责任。 充分发挥各级旅游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的重要作用，及时协调
解决旅游强省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指导， 督促检查，确
保取得成效。

《决定》和《规划》的出台在我省旅游
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们
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有
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全省旅游
系统的共同努力， 我们一定能抓好旅游
强省建设工作，为我省推进“四化两型”
和富民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声 音

脚踏实地，
向旅游强省迈进

省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光荣

大背景：
国家战略明确了目标

旅游业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
潜力的第一大产业，占到全球 GDP 的 9％、全
球就业率的 10％。在新的时期，我国已经明确
了“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战略目标，并上升
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2009 年 12 月 1 日，国务院以国发 41 号
文件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
意见》，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
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
服务业 ”，“力争到 2020 年我国旅游产业规
模、质量、效益基本达到世界旅游强国水平”。

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十二五”规划十大
工作任务的首项任务。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强调， 把旅游消费纳入扩大内需的重要领
域，加大旅游业发展的政策优势。

今年 2 月份，中央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旅游局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
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整合
金融资源，支持和促进旅游业加快发展。

大发展：
产业大省夯实了基础
“十一五”时期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

严重冲击等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我省
成功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
的跨越。

产业规模迅速发展壮大。 2009 年，全省
首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过千亿元的奋斗目
标，成为全省第七个千亿产业，旅游增加值占
GDP 总量比重达到 5.23%。 2010 年，全省实
现旅游总收入 1425.8 亿元， 相当于 GDP 比
重为 9.5%，旅游总收入在全国的排名上升到
第 10 位。 2011 年， 全省旅游总收入达 1782
亿元人民币， 接待国内旅游者 2.48 亿人次，
接待入境旅游者 227 万人次。今年，全省旅游
总收入可望跨越两千亿元台阶，在 2009 年的
基础上，实现三年翻番的目标。

品牌形象更加鲜明。 围绕“锦绣潇湘，快
乐湖南”主题，成功举办了“中国湖南国际旅
游节”、“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首届中
国文化旅游节”等系列宣传活动，我省旅游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产业体系不断完善。 全面实施“251”重点
旅游项目工程（从 2009 年开始，在全省重点
支持规划建设 20 个省级重点项目，50 个市级
重点项目，100 个县级重点项目）、“3521”乡村
旅游创建工程（2010 年至 2012 年，在全省创
建 30 个旅游强县、50 个特色旅游名镇、200 个
特色旅游名村、10000 个星级乡村旅游休闲示
范点），推进“一带一圈”（即湘江旅游经济带和
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一批大型旅游
项目建成开业，旅游产品更加丰富，初步形成
了“食、住、行、游、购、娱”协调发展的格局。

大旅游格局基本形成。省委、省政府把旅
游产业确定为富民强省的支柱产业， 各级各
部门在资金、项目、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旅游
产业发展，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旅游产业，社会
资本积极投资旅游产业，大联动、大协作的大

旅游格局基本形成。

大目标：
旅游强省展示了未来
《关于建设旅游强省的决定》和《湖南

省“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正式颁布，是省
委、 省政府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做出的
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标志着湖南旅游已全
面迈入建设旅游强省的新阶段， 湖南旅游
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

———旅游强省建设的战略定位： 把我
省旅游业建设成规模大、实力强、效益好、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
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坚持创新发展、产业融
合、“两型”引领、以人为本、开放合作等发
展原则，通过 5—10 年努力，实现由旅游产
业大省向旅游强省的跨越 。 力争到 2015
年，全省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4 亿人次以上，
实现旅游总收入 3600 亿元以上， 占全省
GDP 的 14%以上。

———旅游强省建设的重点工作： 主要
包括优化旅游产业发展布局、 打造旅游品
牌、 健全旅游产业体系、 完善旅游交通设
施、提高旅游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旅游业的
信息化建设、 加强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提升城市的旅游功能、深化旅游业
的改革开放等十项重点工作。

———旅游强省建设的保障措施： 主要
包括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出台扶持旅游企
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拓宽旅游业投融资渠
道，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保障旅游建设用
地，支持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加强规划和法
治建设，提高旅游业的标准化水平；强化组
织领导，形成旅游强省建设合力等措施。

———“十二五” 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
构建“一个中心、一个龙头、三大旅游板块、
七条黄金旅游带”的发展框架。 即围绕一个
中心长沙、一个龙头张家界，构建大长沙、
大湘西、大湘南三大旅游板块，形成湘西生
态民俗风情旅游带、湘江旅游经济带、湘南
山水人文旅游带、湘粤鄂武广高铁旅游带、
湘东红色文化与休闲旅游带、 湘中大梅山
文化旅游带、 湘北环洞庭湖生态文化度假
旅游带等七条黄金旅游带。

———“十二五” 旅游发展的产品建设：
深入实施 “251” 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工程、
“3521”乡村旅游创建工程，突出建设九大
国际旅游精品， 全力打造十大国内旅游著
名品牌 ， 积极创建百家国家等级旅游区
（点），重点打造十条精品旅游线路，鼓励支
持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

名词解释：

旅游强省：旅游强省是党中央、国务
院提出建设旅游强国后，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提出的新时期旅游业发展目
标。旅游强省有六大内涵：即地位具有战
略性、 作用具有支柱性、 产业具有先进
性、功能具有带动性、市场具有国际性、
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旅游强省还具有产
业规模大、综合实力强、产业体系完善、
产业机制健全、产业主体强劲、国际化程
度高、游客满意度好、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等八大特征。

新闻事件：

5 月 7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以湘政办发[2012]41 号文件印发了《湖
南省“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

5 月 14 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以湘发 [2012]12 号文件下发
了《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建设旅游强省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6 月 18 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规划 》和
《决定》发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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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强省目标：我省将通过 5—10 年
努力，使我省旅游经济总量、旅游市场规模、
旅游综合实力等指标进入全国前列，实现由
旅游产业大省向旅游强省的跨越。 力争到
2015 年， 全省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4 亿人次
以上，实现旅游总收入 3600 亿元以上，占全
省 GDP 的 14%以上。

●一体两翼：即突出抓好基础设施、景区
景点、相关产业链条等项目建设这 “一体”，强
化市场开发和行业管理“两翼”，通过“强体丰
翼”，打造湖南旅游核心竞争力。 在推进旅游
强省建设的工作中， 湖南旅游将继续深入推
进“一体两翼”战略，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三大旅游板块：是我省旅游产业发展
的三大区域布局。 即大长沙旅游板块，包括
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娄底六市；大
湘西旅游板块，包括张家界、常德、湘西、怀
化、邵阳五市州 ；大湘南旅游板块 ，包括衡
阳、郴州、永州三市。

●一带一圈：是我省旅游业的品牌和旅
游强省建设的工作重点。“一带”是指湘江旅
游经济带，主要包括永州市零陵区至岳阳市
湘阴县的湘江一江两岸区域，并延伸至岳阳
市区。 我省拟将湘江打造成“东方莱茵河”，
把湘江旅游经济带开发成人民群众满意的、
综合性、 开放式的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一圈”是指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主要包
括我省常德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怀化
市、邵阳市以及永州市江华、江永两县管辖
区域。我省拟将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
成为生态环境更加优美、 文化魅力更加独
特、社会文明更加凸显、人民群众更加满意、
大湘西发展更加美好的开放之圈、 绿色之
圈、文明之圈、和谐之圈。

●九大国际旅游精品：“十二五” 期间，
湖南旅游将突出建设长沙、张家界、韶山、南
岳、凤凰、岳阳楼、崀山、炎帝陵、舜帝陵等九
大国际旅游精品。

●十大国内旅游著名品牌：“十二五”期
间，湖南旅游将精心培育永州柳子庙—阳明
山、岳阳汨罗屈子祠龙舟文化旅游区、怀化
洪江古商城—芷江、娄底曾国藩故居、梅山
龙宫—紫鹊界梯田、 常德桃花源—柳叶湖、
湘西芙蓉镇景点圈、 郴州东江湖—莽山、益
阳茶马古道、株洲云峰湖等十大国内旅游著
名品牌。

●百家国家级旅游区：“十二五” 期间，
湖南旅游将支持凤凰 、崀山 、花明楼 、炎帝
陵、东江湖、舜帝陵等创建国家 5A 旅游区，
使全省 5A 级旅游区达到 6—10 个。 新增国
家 4A 级旅游区 30—35 个、国家 3A 级旅游
区 40—50 个。

●十条精品旅游线路：“十二五” 期间，
湖南旅游将重点打造湘西生态民俗风情精
品旅游线、湘东武广高铁精品旅游线、湘南
寻根祭祖精品旅游线、湘东红色文化与休闲
精品旅游线、 湘中大梅山文化精品旅游线、
湘北环洞庭湖生态文化度假精品旅游线、伟
人故里“红三角”精品旅游线、湖湘文化精品
旅游线、山水奇观精品旅游线、湘江生态旅
游精品线等十条精品旅游线路。

●“251”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工程：我省
从 2009 年开始， 在全省重点支持规划建设
20 个省级重点项目，50 个市级重点项目，100
个县级重点项目。 截至 2011 年底，全省在建
的 500 万元以上的旅游项目 545 个， 总投资
达 3390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1053 亿元。

●“3521”乡村旅游创建工程 ：2010 年
至 2012 年， 在全省创建 30 个旅游强县、50
个特色旅游名镇 、200 个特色旅游名村 、
10000 个星级乡村旅游休闲示范点。 已经评
定了首批 9 个旅游强县、22 个特色旅游名
镇、81 个特色旅游名村、一批星级乡村旅游
休闲示范点。

旅游强省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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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锦绣
旅游强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