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百利 （张家界）
集团董事长庄青黎： 2006
年， 第一次来张家界， 就被
冠绝天下的风光、 纯净的空
气和淳朴的人民深深打动，
决定在此投资， 投资额近 15
亿元。 7 年来， 从西部开发
扶持政策， 到产业发展引导
资金， 从投资建设“一事一
议”， 到开工营运税费减免。
纳百利都得到了张家界人民
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张家界碧桂园总经理
卓振刚： 张家界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
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备受外
来投资商青睐。 碧桂园斥资
26 亿元， 在张家界投资兴业。

碧桂园项目从立项、 规
划、 建设到营销， 得到了张
家界人民和政府的鼎力支持，
其倾力为投资商营造积极、
安全、 健康的投资环境， 让
碧桂园项目进展顺利。

天津宁发集团董事长
张同生： 天门山独一无二， 开
发前景广阔。 天门山国家森林
公园项目， 总投资为 32亿元，
目前完成投资约 9亿元。

宁发集团自 2002 年进驻
张家界后， 当地出台的 《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 等一系列
利好措施， 给开发天门山创
造了诸多便利。 在当地政府
及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
天门山已成为 5A 级景区。

深圳市禾田居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莫伯平：
2007 年， 看中张家界旅游发
展前景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作为张家界人， 回来投资最
大的感受是家乡进步大， 提
高快， 政府下了大力。 “发
展是第一要务， 项目是唯一
载体， 招商引资是唯一选
择”， 市委书记杨光荣这句
话， 给外来投资商很大信心，
尤其给我很大信心。

投资商感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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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禾田居度假酒店 纳百利皇冠假日酒店 张家界碧桂园
天津宁发集团

项目名称 项目优势特点 项目选址及面积 投资规模
（亿元） 投资方式 项目单位及联系人

大坪国际
旅游度假区

旅游度假、 户外运动中心
和游客重要集散地

永定区大坪镇及石长溪
国有林场， 面积约 15
平方千米

50 独资 /合资
/合作

张家界天门旅游经济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周世健 13974452003

文风国际
旅游度假区

境内原始生态资源罕见，
开发价值大

黄龙洞和宝峰湖景区之
间， 面积 40000亩 50-60

独资 /合作 武陵源区商务 （招商合作）
局 毛万福 13036755798双峰生态休闲

旅游综合体
自然人文资源丰富； 土地
成本低

索溪峪镇双峰村境内，
面积 1000亩 6-10

江垭溇江温泉
旅游度假区 交通便利， 旅游资源丰富 慈利县江垭镇， 面积

3591亩 5-10 合资 /合作
/独资

慈利县旅游局
朱剑 13907443072

自然历史博物苑 具备保护、 教育、 示范与
经济四大功能

慈利县阳和乡与溪口镇
的交会处， 面积 947.8
公顷

20-30 合资 慈利县阳和国际旅游商务区
管委会 吴若文 13974422968

八大公山
生态旅游度假区

中南地区最好的原始森
林， 旅游资源丰富

芭茅溪至五道水沿线，
面积 2000公顷 10-15 合资

桑植县八大公山原始森林生
态旅游开发公司
王帮利 13974491510

澧水风貌带
南门口特色街区

市中心城区澧水两岸景观
风貌带和旅游产业带

市城区澧水两岸， 面积
343.46亩 20

合资 /BT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
公司
杨安忠 13337242666澧水风貌带

仙人溪酒吧街
市中心城区澧水两岸景观
风貌带和旅游产业带

市城区甘溪河两岸， 面
积 2000亩 20

大鲵 （娃娃鱼）
养殖加工基地

产业、基地、龙头企业、营
销网络格局已成型 桑植县工业园 5-8 合作 /合资

/独资
桑植县畜牧兽医水产局
肖光新 13367441555

沙堤片区主要
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及城市
产业新区 永定区沙堤乡 17.1 BT 张家界市商务 （招商合作）

局 谢贵湘 13974426368

赵家垭
旅游度假区

西线旅游资源
人文小镇

交通便利， 景区旅游资源
丰富， 空气清新

包含九天洞、 苦竹寨、 峰
峦溪等， 资源丰富

紧邻常张高速 ， 用地
1850亩

桑植县利福塔镇境内，
面积 765亩

2-3

5.35

合资 /合作
/独资

合资 /合作
/独资

赵家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赵永红 13174249999

九天洞风景名胜管理局
谷忠国 13107446685�

天然矿泉水
生产基地

特别提示： 所有投资项目均享受《张家界市鼓励和保护外来投资的若干规定》 有关优惠政策。

水质优良， 市场前景广阔 官黎坪街道办事处犀牛
潭村， 面积 20亩 0.5 独资或

合资
张家界市永定区经济和信息
化局 郭先春 18074474002

国际软件园及服
务外包培训基地

植物提取及
生物医药产业园

环境好， 政府重视

药用植物丰富，有杜仲、黄
柏、厚朴、五倍子基地

张家界经济开发区 C
区， 面积 600亩

张家界经济开发区， 面
积 300亩

5-9

2-4

独资 /合资
/合作

独资 /合作

湖南张家界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招商合作局
李挺进 13974499828

重点招商项目一览（部分）

“张 家
界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
期待有战略
眼光的投资
商 的 青
睐。” 3 月 3
日， 接受访
问的张家界
市委常委 、
副市长程丹
峰开门见山
地说。 作为
一个新兴的
旅游城市 ，
张家界走到
今天， 外来
投资商功不
可没， 张家
界要继续实
现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
依然离不开
投资商的参
与。

作为分
管旅游和招
商 的 副 市

长，程丹峰认为，张家界眼下推
介的招商项目可归纳为“五大”
产业，即大旅游、大文化、大健
康、大农业、大物流。“围绕‘五
大’产业，做活招商文章，建设以
旅游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体系。 ”

张家界正加速旅游转型提
质，转型发展的“大旅游”将成为
招商引资的重中之重；张家界与
自然景观相配套的文化产品比

较单一，以文化体验和文化创意
为主体的文化旅游产品必不可
少，于是，“大文化”将是招商引
资新的“风向标”；目前张家界以
户外探险、养生养老为主的健康
产品逐渐兴起，但是还没有高起
点、高规格、高水平地发展，结合
全域遍布奇峰、秀水、溶洞的户
外运动资源优势和新鲜空气、洁
净水源、绿色食品、温泉资源优
势，“大健康”将使投资兴业大
有可为；张家界独特的青山绿水
和天然氧吧，让高山蔬菜、大鲵
等特色农产品远近闻名，有眼光
的投资者完全可以在“大农业”
中大做文章；拥有武陵山片区唯
一的国际机场，加上高速、铁路，
构成方便快捷的立体交通网络，
张家界中心枢纽城市的地位优
势日渐凸显，“大物流”应是投资
商关注的重点领域。

“细节决定成败”， 程丹峰
介绍， 要围绕“五大” 产业招
好商， 一是要推崇精准招商，
精心包装策划项目， 分析相关
数据， 建立项目库， 为投资商
投资指明方向； 二是搞好跟踪
服务， 对每一个投资项目， 从
策划、 落地、 推进、 发展， 提
供“一站式”、 “一条龙” 服
务， 想投资者之所想， 急投资
者之所急。

程丹峰说， 张家界正处于
后发赶超、 跨越式发展的节点，
全面推进“提质张家界， 打造
升级版”， 招商工作已被列为
“六大攻坚战” 之一， 具有战略
眼光的投资商在这块梦想之地
上将大有可为。

张家界是一张美丽中国的靓丽名片。 在
这块约占中国国土面积千分之一的土地上，
集中了峰林、 峡谷、 溶洞、 温泉、 湖泊、 溪
流、 原始森林、 名胜古迹等资源， 是世界罕
见的旅游资源富集之地， 现有各类景区景点
300 多个， 其中国家级旅游区 18 处， 包含
5A 级 5 处、 4A 级 7 处。 从养在深闺到誉满
天下， 张家界先后摘取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森
林公园、 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特色
魅力 200 强、 世界首批地质公园、 全国首批
5A 景区、 全国文明风景区、 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以及最佳旅游目的地、 中国最具海外影
响力城市等一系列国内国际顶级的旅游品
牌， 被列为全国首批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 成为中外游客心驰神往的旅游目的地。
2013 年， 全市各景点接待中外游客 3440 万
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212 亿元。

张家界是一座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年轻城
市。这里不断上演着挑战极限的传奇故事，“翼
装飞行穿越天门洞”、“借助《阿凡达》推销张家
界”被评为 2010-2011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旅
游营销事件；在张家界举办的首届翼装飞行世
界锦标赛，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棒的
20 项发明创新。 从世界特技飞行大师驾机穿
越天门洞，到俄罗斯空军特技飞行表演；从法
国轮滑怪侠让伊夫·布朗杜贴地轮滑挑战“天
下第一公路奇观”，到法国“蜘蛛侠”马今无保
护徒手攀爬“天下第一梯”，一系列轰动国内、
影响全球的营销创意，不仅给中外游人带来了
难忘的精彩和刺激， 也展示了张家界开放、包
容、创新的城市品格。

如今的张家界， 航空、 铁路、 高速公路
立体交通优势日益凸显。 荷花国际机场开通

了飞往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 20 多个大
中城市的国内航线和飞往日本、 韩国、 泰国、
台湾、 香港等地的 20 个境外航点， 张家界是
武陵山片区目前唯一拥有国际机场的中心城
市， 按照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 年吞吐旅客
规模 500 万人次设计的新航站楼已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开工建设。 焦柳铁路连接南北，
石长铁路横贯东西， 旅游列车可从这里直达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 50 多个大中城
市。 高速公路方面， 目前已建成的高速公路
有常张、 张花高速， 2014 年即将开工建设的
有张桑、 慈安高速， 宜张、 张新、 桑龙高速

正在做前期工作， 规划中的还有张沅高速，
这些高速公路全部建成后， 张家界到长沙
310 公里， 经宜张高速到武汉 465 公里， 经
张新高速到桂林 530 公里， 经张花、 桑龙高
速 （待建） 到重庆分别为 613 和 586 公里，
将形成一个联通长沙、 武汉、 桂林、 重庆的
“3456” 高速公路网， 张家界将非常适合长株
潭、 武汉、 成渝等城市群居民周末旅游、 休
闲， 并有利于把到了桂林的国内外游客吸引
过来。 经过 5 至 10 年的努力， 张家界将形成
一个由航空、 高铁、 高速公路及普通铁路、
市内干线公路组成的方便快捷的立体交通网
络， 成为武陵山片区区域性交通枢纽城市。

这里不仅拥有世界绝版的旅游资源， 而
且拥有十分丰富的物产， 蕴藏着镍、 钼、 铜、
铁、 重晶石、 天然气、 页岩气等 60 多种矿
产， 水力资源蕴藏量达到 328 万千瓦， 湘西
黄牛、 桐油、 杜仲、 高山云雾茶等名优特产
享誉国内外， 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张家界科
技工业园、 慈利县工业园、 桑植县工业园，
为投资商开发特色旅游商品、 绿色食品加工、
生物医药、 清洁能源、 新型建材等产业提供
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在张家界投资， 不仅可

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 民族地区优惠
政策、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扶持
政策， 还可以获得湖南省委、 省政府给予的
特殊政策支持， 我市给予政策优惠和全方位
优质服务。 巨大的商机吸引了来自亚洲、 欧
洲、 美洲、 大洋洲的投资商到张家界投资兴
业。 近年来， 张家界通过招商引资， 先后建
成了天门山景区、 黄石寨索道、 百龙电梯、
京武铂尔曼酒店、 阳光酒店、 碧桂园森林酒
店、 天门洞生态体育公园等高端旅游设施项
目， 启动了市城区澧水风貌带、 纳百利皇冠
假日酒店、 杨家界索道、 华天城等一大批重
点项目建设。 仅去年一年， 成功签约重大招
商项目 27 个， 概算投资规模达到 183 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 6701 万美元， 实际利用内资
37.1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6.1%和 18.3%。

开放、 包容、 创新的张家界， 到处充满
着创造财富的无限商机， 是一块让投资者产
生梦想的沃土， 也是成就奇迹和实业的舞台。
我们期待着与国内外战略投资商、 战略合作
伙伴， 共同分享“提质张家界 打造升级版”，
建设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带来的巨大商机
和财富。

制图 易善任

荷花国际机场

待建铁路
待建高速公路
建成高速公路

省会城市

地级市

示意图例

已建铁路

县级市

中共张家界市委书记 杨光荣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市长 许显辉

张家界立体交通示意图

铁路： 首条高铁即将开工
●黔张常： 连接长株潭和成渝， 年内开工， 连

接中东部与西部高铁；
●枝 柳： 建成运行；
●安张衡： “十二五” 期间做完前期工作。

机场： 通达境内外
●湖南第二大国际空港
●武陵山片区唯一国际机场
●投资 19.6亿元的改扩建工程将于 2015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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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交通网示意说明：
高速： “3456” 时空距离

“3”： 张家界到长沙（长株潭）城市群，310 公里，3 小时到达；
“4”： 张家界经宜昌到武汉城市群， 465 公里， 4 小时到达；
“5”： 张家界经新化到桂林， 530 公里， 5 小时到达；
“6”： 张家界经花垣到重庆， 613 公里， 6 小时到达；

张家界经桑植、 龙山到重庆， 586 公里， 6 小时内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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