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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乡胜天堂，最美是君山！
初冬时节，千万只候鸟从远方飞来，翅膀灿

烂地开遍了东洞庭湖的蔚蓝天空；
人们也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赶来， 齐聚君

山看苇、观鸟，品味诗意般的生活。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构成了一幅热游君

山的美丽图景！

（一）
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君山区是一方美丽神奇的土地，境内

集中了国际重要湿地东洞庭湖湿地保护
区、国家 5A 级景区君山爱情岛、4A 级景
区君山野生荷花世界、万亩野生芦苇荡、天井山
省级森林公园等一批隽永的山水生态旅游资
源，被誉为“胜境名区”、“洞庭明珠”和中国“野
生荷花之乡”。

近年来， 该区依托区内独特的不可复制的
生态资源，开发成旅游景区景点，推动了旅游产
业长足发展。 今年，该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5.6
亿元，同比增长 25.8%，连续五年实现高速增长。

君山人会心地笑了！ 那段旅游产业发展的
激情岁月也历历在目———

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君山区成立。 该区
确立了以发展农业为主，以旅游、食品加工、城
乡服务业为辅的发展思路， 全力做好保护和开
发文章。

随着洞庭湖大桥建成通车， 君山区大胆提
出“推进跨湖发展，加快四区建设”战略定位，紧
扣打造“生态明珠”，围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两条主线，将旅游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推进。

2009 年后， 随着洞庭湖大桥取消过桥收
费、高铁开通等，君山的旅游发展掀开了新的篇
章。 该区将休闲农业与旅游紧密结合，作为推动
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核心举措来抓， 相继成立
了休闲农业协会和生态休闲旅游协会， 制定了
整体规划， 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民营资
本投资休闲农业，开发了乡村休闲游、自驾游等
多种旅游项目， 区财政追加 280 万元用于休闲
农庄的外围基础设施建设， 使得该区的休闲农
业快速发展。

休闲农业的发展带来旅游产业的兴旺，目
前，该区旅游休闲农庄迅速增至 78 家，其中湖
南省农业旅游示范点 1 家， 全国五星级休闲农
庄 2 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1 家，
湖南省旅游名镇 1 家、名村 3 家，四星级休闲农
庄 5 家。 今年 9 月，该区又荣膺“湖南省旅游产
业发展十佳县（市）区”，成为岳阳市首个获此殊
荣的县（市）区。

（二）
“四节连四季，热游在君山”。 一直以来，君

山人将“品牌君山”当成一张绿色的请柬，努力
打造生态休闲旅游的名片。

近年来， 君山人早参透了旅游品牌的价值
与魅力，先后投资 300 多万元、聘请专业机构完
成了《君山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君山野生荷
花世界修建性详细规划》、《湖南虹宇生态园规
划》和《天井山森林公园规划》的编制，同时启动
濠河城市湿地公园、新洲生态园、六门闸美食一
条街等旅游项目的单体规划设计。

旅游业是个性化经济， 独特的个性是旅游
的灵魂。 面积达 1万多亩的君山野生荷花世界，

仿如大自然馈赠给君山区的一颗璀
璨明珠。该区唱响“洞庭天下水、岳阳
天下楼、君山天下岛、团湖天下荷”的
主旋律， 计划投入 20 亿元重资，分
三期用 10 年时间着力建好 4 平方

公里国家 4A 级“七星拱月”核心野生荷花风景
区，即“科普教育、养生休闲、佛文化、神话传说、
名人艺术、君子廉政、圆满爱情”等七大景区。 近
年来，君山旅游人文深度挖掘，利用“荷”文化，
“莲”“廉”相偕、“荷”“和”相通的喻义，在全省率
先将廉洁文化融入景区打造“廉洁文化园”，该
园也被定为“湖南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和“中
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廉政教育基
地”，将野生荷花世界、“廉洁文化园”打造成全
国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又摆在了区委、 区政府重
要议事日程。

一花引得百花开。 依托“中国野生荷花之
乡、东方伊甸园、国际重要湿地”三个平台，举办
和协办“中国（岳阳）野生荷花旅游节、中国爱情
文化节、国际观鸟节”三大节会及野生湖藕文化
节、荷乡美食文化节、油菜花（金花）旅游文化
节，邀请策划大师和专家为办节支招，策划评选
十大荷花仙子、十大爱情经典故事、十大生态形
象大使、 五朵金花等凸显君山生态休闲旅游独
特魅力的经典案例。“春季踏青”、“夏季赏荷”、
“冬季观鸟”已成为全省知名生态旅游品牌。

该区着力延伸产业链条，优化旅游服务，加
快完善了“吃、住、行、游、娱、购”旅游产业体系。

启动了旅游服务中心运营， 景点经营、 接待咨
询、服务管理等工作得到有效提升，亚龙湾大酒
店正在加速创建四星级旅游酒店。 精心打造了
《小女婿》、《新柳毅传书》、 广兴洲镇乐乐咚、许
市镇玩龙舞狮等民俗节目。 君山全鱼席、 怪味
鸭、全荷宴等特色美食，以及君山银针、团湖四
宝、泡菜等特产备受游客青睐。“无独有藕”牌团
湖藕在国家工商总局成功注册商标， 以其独特
的口味和蕴含的生态文化，备受消费者青睐。

“处处是景点，时时是旺季，人人是导游。 ”
目前，该区已经成功打造了“春季踏青、夏季赏
荷、秋季看苇、冬季观鸟”四季生态旅游品牌。 近
3 年，全区游客接待量、休闲旅游收入年均增长
30%以上；今年接待游客 189万人次。

（三）
2013 年，中国（岳阳）野生荷花世界开园活

动暨“中国莲都”加工项目启动仪式上，君山区
成功签约项目 7 个、引进资金 12 亿元，项目涉
及旅游、物流、新材料、绿色食品加工、城市综合
体等多个领域，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活
力。

“这仅仅是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文化搭台、

经贸唱戏，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 3
年来， 该区完成了投资 2 亿元的洞庭大道君山
段提质改造，硬化乡村公路 640 余公里，按三级
以上公路标准拉通了连接主要景点的旅游线
路，交通网已四通八达。投入近 500万元对旅游
路绿化长廊进行提质改造，新增人工造林 5.3 万
亩。还投资 1.3亿多元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
村创建，覆盖全区 88个村。

江南风景如画，君山这边独好。 该区加快推
进旅游与各产业的融合， 重点依托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大力发展西城设施蔬菜、
柳林高效葡萄、广兴大宗蔬菜、许市银针黄茶、
良心堡成片油菜和芦苇总场万亩芦苇等规模化
休闲农业观光旅游。 该区依托生态农业、垂钓休
闲、科普教育等生态旅游资源，兴建观光休闲、
野外体验等景点； 虹宇生态园打造了集旅游观
光、休闲体验、拓展健身、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生
态农业观光体验园。 还依托近城和农业资源优
势，兴建凸显农耕文化的休闲农庄；湖南特色旅
游名村新洲村发展了 33 家农家乐，开展面向城
市居民的“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
家乐”的假日休闲活动，让城市居民体验农耕文
化，享受田园风光。

生态休闲旅游的发展， 给当地农民带来了
实惠。每逢节假日和双休日，到该区休闲的人数
超过 1 万人次。 该区至少有 4 万亩精养鱼池被
新辟为垂钓休闲基地， 每亩比单纯养鱼至少增
加 1500 元以上，110 多个农庄吸纳农民就业达
到 5500 多人。巨大的餐饮消费，带动了该区 14
万亩无公害蔬菜和鸡、 鸭等养殖业的发展和销
售，涌现出国泰、李记等“绿色生态”食品品牌
20 多个，使农民从中受益。 至今年 12 月中旬，
该区“农家乐”已接待游客 180 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3.5 亿元。 目前，该区休闲农业已吸
纳 8000 多名农民就业， 一年为农民增收近 2
亿元。

有“中国湖泊第一馆”之称的洞庭湖博览园
已启动运作；

总投资 20 亿元的“桥头堡三角坪城市综
合体”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君山银针黄茶产业园已完成投资 1.58 亿
元；

……
君山区，岳阳的“河西”，一个又一个的项目

在这里“安营扎寨”，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在这里
开花结果，这里的“沉静”被打破，这里的发展被
“加速”。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30%，今年首次突
破 3 亿元；工业获得“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
化”二等奖；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5.6 亿元，年均
增幅达到 32.9%。

一
抓项目建设就是抓发展， 抓发展首先就要

抓项目。
君山区的决策者始终贯彻和执行这一理念

不动摇。 君山区成立于 1996年，是原钱粮湖农
场、君山农场和岳阳县的部分乡镇组建而成。以
前由于洞庭湖的阻隔，交通不便，加之基本是农
业占主导的现状， 其发展与作为城区一级的身
份极不协调，步伐沉重而滞缓。

进入 21世纪，随着洞庭湖大桥的通车特别
是大桥收费的取消，君山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
岁月”。

审时度势， 该区把项目建设作为全区发展
的重心来抓， 连续五年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年活动。

今年以来， 该区上下都在认真研究国家宏
观政策和产业发展形势，抢抓沿江开放开发、环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机遇， 立足
君山，着眼全局，加强项目策划包装工作，储备
了一批打基础、利长远、促发展的重大项目。 如
重新整理了《君山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重
大项目库》，共收录君山重大项目 138 个，总投
资 1014.3亿元，其中有 63个项目挤进《岳阳市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重大项目库》， 总投资
833.9 亿元；科学编制了《君山区长江经济带开
发建设产业发展规划项目库》， 包装重大项目
122 个，总投资 1268.1 亿元；建立完善了 2014
年区级重大项目库，收集整理全区重大项目 87
个，总投资 330.7 亿元；组织编报了 2014 年中

央计划投资草案， 申报 2014 年中央投资计划
项目 103个，总投资 180.7亿元。

该区项目建设覆盖面日益扩大， 由过去单
一工业企业投资逐步扩大为城建、交通、旅游、
农业、林业、水利、教育、卫生等各个行业。 特别
是基础设施和民生类项目， 成为该区项目建设
的重点和亮点。 项目建设投资多面开花： 既有
生产经营性项目，又有社会发展项目；既有基础
设施项目，又有产业提升项目。既有银行贷款融
资，又有社会融资；既有部门争取的中央、省、市
财政专项资金， 也有区级内部土地或资产盘活

资金。
该区各级各部门都把争项

争资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区级领
导、部门领导率先垂范，商讨工
作必议项目， 开会报告必讲项
目，出门出差必争项目。 每个部
门都积极主动与上级部门对接，
有目的地向上争取项目，项目工
作的思路清晰。 像发改局、水利
局、卫生局、教育局、住建局、交
通局、农业局、林业局、国土分局
等部门， 都在年后多次跑市里、
跑省里，汇报工作、寻求支持、衔
接项目，工作做得主动有成效。

二
项目建设必须顺意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该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始终把惠民作为

重中之重，坚持把每个项目做成惠民工程、民心
工程。

今年年初，该区就确定了扩大就业、改善城
镇人居环境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新增城镇就
业人员、 新增失业保险参保、 农村危房改造等
72 个具体项目，为此，该区一方面将每个项目
分解到单位和个人，明确完成时限，并由一名区
级领导牵头负责；一方面对 37个项目承办单位
严格实行“一把手”责任制，及时将承办的实事
项目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形成了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为了加速项目的顺利推进， 该区不断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项目的投入力度，在财政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先后筹措资金 1.68 亿元确
保了农村安全饮水、农村环境整治、农村道路建
设、校舍维修改造、住房保障、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等项目的顺利完成。

随着一个个项目的顺利完工， 广大人民群
众也收获着越来越多的开心和幸福。

家住柳林洲镇的邓慈云老人受惠于“老城
区水网改造”，自来水不再“时断时续”，他开心
地笑了。

良心堡镇积福村的钟曙光， 由于环洞庭湖
基本农田建设的推进，19 亩地全部改种了双季
稻，今年“破天荒”多收了 8000公斤稻谷。 走到
哪里，心里都甜滋滋的。

打工返乡的文丽红， 轻轻松松在家门口就
找到了一份既可照顾小孩而收入又不赖的工
作，每天上班她心里特别舒坦。

……
每一个项目，惠及一片群众，既推动经济发

展，又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称赞。

三
项目建设是一个广阔的舞台，既在人为，也

锻炼人，检验人。
君山区把项目建设作为历练党员干部队伍

的重要舞台，既有力地推进了项目建设，又锤炼
了队伍。

党员干部的身影， 经常出现在重点项目建
设一线，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现场办公，破解
难题；在洞庭湖绿色食品产业园工地，党员身先
士卒，协助拆迁；在东洞庭湖六门闸生态渔村综
合开发项目施工现场，机关干部配合施工人员，
协调服务……

一个个场景， 展现着该区党员干部促进项
目建设的生动画面。

白天为企业服务，晚上开会研究问题，区工
业园管委会的办公室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对纳
入代办的重点项目， 从有投资意向开始至落地

投产，所有事项都由管委会全程办理，人人都为
企业服务。

柳林洲镇是君山区的中心城区，也是“经济
重镇”。今年，洞庭湖绿色食品产业园、洞庭和一
湿地度假城等 10 多个重大项目在柳林洲镇辖
区内开工。 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该镇岳华
村支书李连君心里清楚，服务项目建设的重点、
难点在于做好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征地拆迁工
作。村民孔文祥舍不得自家的几块地，一度是村
里的“钉子户”，李连君主动提出拿自家的 5.2
亩地与他进行置换，顺利完成了征地任务。

建设荆江门码头是几代君山人的梦想。
2011年 1月，项目批复的重担落到了区交通局
纪检书记黄险峰的肩上。

该项目涉及到武汉、长沙的多个部门单位，
黄险峰在武汉、长沙、岳阳之间往返 100 多次，
行程达 10 多万公里。 他常常是早上五六时出
发，赶到武汉或长沙，人家刚刚上班。 办完事回
到岳阳往往深夜 12 时了， 他还要到办公室准
备资料，忙到凌晨二三时是常事，累了就在办公
室睡个囫囵觉， 天不亮又出发。 这样， 黄险峰
“啃”下了 16 个批复，目前，项目已进入施工建
设阶段。

为确保项目的快速推进，该区各级各部门、
党员干部全力营造良好的建设服务环境， 一方
面严格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简化项目审批手续。
同时对进度不快、工作措施不力的单位，及时督
办、限期整改。对乱设关卡、乱摊派、乱收费的按
照党纪政纪严肃查处。

一心一意谋项目，建项目，使得该区今年以
来平均不到 3天开工一个项目， 每天完成 600
多万元的投资，同比增长近 30%。

项目是发展的一个个具体载体， 该区通过
抓项目，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该区今年共招商运作项目 41 个， 到位内
资 11.51 亿元， 洞庭湖绿色食品产业园签约亿
元以上项目 5个。 争项争资开发包装项目 260
个， 申报中央计划投资项目 77 个， 到位资金
4.6亿元。 94个重大建设项目开工 42 个，完成
投资 12亿元，有力地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 随
着一个个项目的竣工投产， 使人民群众大大受
惠，全区新增城镇就业 3032 人，失业人员再就
业 1317 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073 人，零
就业家庭动态就业援助 100%。 实现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 23496元，增长 14.3%；实现农民人
均纯收入 11705元，增长 15.2%。

沃野春潮晚来急
———君山区“抓项目促发展”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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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山区处处是美景。 刘辉 摄

秋赋芦荡。 章正国 摄团湖采莲。 杨一九 摄

希望的田野。 刘岳华 摄

珍禽闹洞庭。 易灿 摄

生态宜居小区。 李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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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君山。 章正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