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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efghij.Lklmn
opKCqrd!cd"st$%u
v.<=!"st$%w0uvxy
r)*+z{=|}[~���"
st8���A; w0��.&��
�Pabcd$������)*
+��cd�����hI. ��
��8����Y��"#$;

"#$/�� ¡?¢�£m
8¤¥¦§8$D H�0¨©8"
sª«¬©®¯°±²³´µD¶
²·¸¹«º©«$»¼½��¾¿
�ÀÁÂ&Ã¨. /½�Ä¡ÅÆ
ÇÈ¸8.ÉÊËÌÍ8ÎÄÊÏ.
�Ä¡ÅÆÇÈ¸. ¬©®ÐÉ

ÑÒ$�.ÓÔÕcd; Ö�."#
$8"st®/!7,×�%8;

��"#$ØÙH�&Úµ�
�~���Ûd8¬©"s®Ü
Ý,Ý¥>)*+8Þ¨ßàá;
âYã. äåPQæ¶/çèéê
PQëìíOîb��"#$8ï
�ðñê>ò¹óôë�õ. cd
��"#$ÐÉ¸=0ö7÷ø
ù. "#$úûüýþÿ!; h(
"«#P«$P«ü"Ì¼P8íÚ
�"#$)*©@%ÊY !"" &.
h(""#$8Ú�)*©úû'
íê> !#$ &.()*+ó,; -P
.V/01cd"#$823Â
ü. �O4P56)7Ú�)*©
ÿK> !" &.Ú�"#$)*©/
*+õ898PQó0;

:&Ú;Ý,Ý<=8��>
g. ?("#$@A=YB>FG
C¦§« ��DEFÚµcd8"

#$. ½$G�HIÊJ�KLM
NOP« QÑRST�UV'0?
#W[t. 8XIYYËZS[\
#Û=?(]#8X�$G�; ?
(]#8^_`½ab$G�8�
å. cd]deKfghijº�
�"#$. kl�m$»$tK¥
.+<®noÜé7p². �qr
õãsÚ;8=tu8cd$\]
vw; =Y !% x�PÚ8yµ�
�.?(zsKd{|0}�~$.
�m*+�$8[tD zsK��
Ú^"st.�m"stFG��D
zsK��{|���. �m��
8¢���Dzs��!0?$G�
]�%.�m'0î?(]#@/,
¢ËZS8MNOP¡Ä�S"
#Dz�!��[t.�7�l%¬"
��. ��P]7c$Ñ�]��
�. ='(�ò�����8��
"#$; !!"" !#$%&!

!"#$%&'()*+,-./01
!"#$ %&'( ! ! ! "#$%&'()*+,-./012345

6%789&':;<=>?@ABCDEFGHIJK
LM NOPQ'RSTUVW@XY&'Z[\]RS
^_N`a

bcdefghij@k? i*lmcnTUgh
ooP?pqTUrsLMtHuvk/0wxyzTU
{d@k? /0|STU{}~}P����6��N
`t��;@X��a

�LMYl���Nit ��l��������
��t������R9te�Y��� ��¡a ¢£
WPQ'l�¤TU�C�¥j¦�Y&'t §¨©ª
�TU«¬#®a �/0w¯w}P°±²���³
´µ�*s¶·¸¹ºR? *s¶^»¼½¾�R¿*
s¶TU¼½¾�RYÀ¶�a

&'Z[\Á£WÂP°¾ÃZ[\Á¦Ät Z[
ÅÆÇÈ/&YÉ��£t �cnÊËCvÌZ[ÅÆ
ÍÎYÏÐÑÒt Ó�ÔÌ&'£W/0ijl�YÏ
ÐÀ9¿Ä�ÕÖ?×�ØÙYÚÛGÜja Z[ÅÆÝ
Þß�àYáâ@ãt äåJæ}Yçèl�ÓéêVë
çèìíÓîïVYßðtHñ»Yò<óô=jõö&
'Z[\]tc÷øù=áúûtW&'�YTUéü?
l���£�ÓýYþÿa &'l�!"¿ò<#�$
Ý%¬¶a !!"" ##$%&#

!"#$%&'()*+,-./012

!"#$%&'()

◎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周鑫◎

贵州日报记者 陈玉祥

“两地共享”到“三方共建”
“改扩建工程去年4月正式动工，工期计

划两年，主体工程本月底将完成。 ”近日，铜
仁·凤凰机场改扩建指挥部部长曹建民说。
他还告诉记者：一个机场横跨两省、两地“复
姓”、三方共建，这在全国唯一。

原铜仁机场跨贵州松桃、 湖南凤凰两
县，距铜仁市城区22公里，离吉首市85公里、
凤凰县城28公里。 1997年，铜仁投资1.6亿余
元对机场进行了扩建。 2001年7月8日，机场
通航。然而，机场让铜仁人民五味杂陈。他们
高兴的是天上有了飞机，郁闷的是大部分乘
客着陆后就往凤凰跑。 与此同时，凤凰的旅
游渐渐呈现“井喷”，一个县的全年游客接待
量比铜仁10个区县还多。 少部分群众自认

“铜仁傻”，发出“凤凰建市场、铜仁修机场，
辛苦一场为谁忙”的感慨。

然而，主流的声音认为：这是区域协作、
共生共荣的必然存在。

伴随众多的非议，机场自身的弱点也逐
渐凸显：跑道明显偏短，各项设施建设规模
明显偏小，不能满足安全、高效、优质飞行的
需要， 无法维持培育稳定的航班密度。
2008年7月，铜仁组团前往湘西自治州考察
旅游资源，双方在建立协作交流机制、加强
旅游营销合作、共建旅游绿色通道等方面形
成共识。铜仁并提议，由铜仁、湘西及贵州省
机场集团共建铜仁机场。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事当时也
引来争议一片。 部分群众与干部认为：机场
是别人的“户头”，为何要出钱出力帮人修？
不过，更多理性、建设性的声音占据主导：区
域协作，互惠互利。 花小钱，得名又得利，何
乐而不为？

此后，三方签订了有关协议及会议纪要。
成立了共同参与的项目领导小组及其指挥
部；对机场由“单姓”改为“复姓”———铜仁更

名为铜仁·凤凰机场；共同争取机场改扩建项
目立项和可研批复； 共同争取国家在建设资
金上给予支持，资金缺口部分由铜仁、湘西自
治州两地政府各承担50%等。 据悉，国家支
持该工程的项目资金为3.05亿元， 剩余缺口
由铜仁、湘西自治州各出6200万元。 目前，两
地政府的出资大部分到位。

打造“张家界-梵净山”黄金
旅游线

铜仁、湘西自治州和怀化，山同脉、水同
源、话同音，旅游资源互补性较强，区域协作发
展的空间很大， 能够相互辐射、 带动。 如果
说，梵净山和张家界是一条扁担，铜仁·凤凰机
场就是肩膀的着力点，挑起了湘黔临界旅游市
场的两山头，顺便又搭上了凤凰一座城。

贵州机场集团铜仁分公司总经理谭水
法说：“去年， 机场乘客吞吐量为14.2万人，
其中有6万人是游客。在广州至铜仁航班中，
大部分乘客是游客，目的地主要是湘西自治

州。 今年来，前往梵净山的乘客也明显多了
起来。”2009年前，梵净山在武陵山旅游市场
的权重很低。 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
和市场开拓力度的加强，该景区已经成为国
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去年，该市共接
待游客20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57亿
元，同比增长31.4%。梵净山—凤凰—张家界
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黄金旅游线”。 铜仁和
湘西自治州进行了诸多的旅游协作，如铜仁
市在今年春节黄金周举行的“美丽梵净山·
铜仁过大年”活动中，就把凤凰作为了重要
节点。去年，凤凰古城曾发生过“票门”风波，
饱受诟病。 然而，铜仁、怀化人民却对该景区
有好感，原因是在景区规定，两市居民与湘
西自治州居民一样能获免费。 三地旅游协作
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铜仁、湘西自治州及贵州省机场
集团团结协作，努力让机场为两地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据悉，机场已开通了铜仁至贵阳、
广州、北京等地的航班，但机场和航线均为
亏损，去年，铜仁市财政提供的航线补贴就
达4400万元。 今年，机场还将开通铜仁至长
沙航班，“三方”已就航线补贴进行磋商。 此
外，为了加强铜仁与怀化两地旅游和其它产
业的发展，铜仁、怀化将联手修通直通两地
的高速公路。 根据初步方案，该路起于已经
规划的怀化至芷江高速公路罗旧镇，往西北
经五郎溪、拖冲乡后过铜仁漾头镇与市区环
城高速公路相接。 全长约57公里，其中湖南
段约32公里，贵州段约25公里。如此，又将铜
仁·凤凰机场与芷江机场紧密相连， 进一步
提升怀化、铜仁、湘西自治州乃至重庆秀山
的进入和畅通条件。

铜仁、新晃和怀化区位大致呈“等腰三
角形”，现在铜仁去怀化要走两条“腰线”，今
后直通高速后，则只走“底线”。据悉，
两地力争今年开工建设该路。建成之
后，将形成连接两座中等城市的快速
通道，进一步促进武陵山片区经济协
作发展。

提高履职能力 改进工作作风

省军区举行新任职
师团职干部培训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周仁 唐海利 记

者 周小雷)近日，省军区组织全省130余名新
任职师团职领导干部进行集中培训， 重点学
习掌握党的军事指导创新理论， 省军区部队
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基本理论、 基本法规
和基本知识， 为新任职师团职领导干部适应
新环境、 履行新职责打下良好的能力素质基
础。 省军区领导黄跃进、李有新、刘建新、姜英
宇出席。

此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辅导、讨论交流、
个人自学、观看录像、理论考核等方式进行。
培训期间，省军区邀请了9名军地领导和专家
学者进行授课辅导以及5名工作经验丰富的
基层主官作体会交流， 同时还观看历史教育
主题电影，组织到杨开慧故居瞻仰参观等。

省委常委、 省军区政委李有新从省军区
的基本属性、主要任务、保障方式、特点规律
以及工作指导等5个方面作授课辅导。 他指
出， 了解掌握省军区系统工作的特点规律是
各级领导干部进入工作状态的必要一环，是
形成新的岗位能力的重要一步， 必须全面了
解和准确把握，才能更好地指导工作。

省军区副政委刘建新作开训动员和小结
讲评，他强调，此次培训是帮助新任职领导干
部尽快适应角色岗位转变、 提高履职尽责能
力、改进工作作风的迫切需要；要把培训中好
的做法、好的作风和学习成果带回单位、融入
工作， 自觉运用到部队建设和党管武装实践
中，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进步。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黄巍 彭业忠

“梵天净土、桃源铜仁”，这是贵州铜仁
市着意打造的一张文化名片。

“梵天净土”，是指铜仁境内的梵净山，
为武陵山脉的最高峰，海拔2500多米。 有着

“地球同纬度最好、最美的一块自然宝贝、生
态宝贝”， 而发源于梵净山的锦江穿铜仁城
而过，至今能保持国家二类水质标准；“桃源
铜仁”，则是说生活在“仁义之城”的铜仁“百
姓有爱自然的纯朴之心，有爱人类的真诚之
心”。 如此，构成了铜仁的山美、水美、人美。

这张文化名片的价值指向却是旅游引
客， 让张家界、 凤凰的游客“再走一步到铜
仁”。 这种思路既与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对这里功能的定位吻合，
也是对自身优势和发展前景的清醒认识。

“在梵净山下等你”
“唱起土家的放牛歌哎，我在梵净山下

等你，和你一起，去看红云金顶……”，在梵
净山下，这首动听的《我在梵净山下等你》弥
散在空中。作为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集神、
奇、峻、秀于一体，古朴而有灵气，实在是一
个旅游的好去处。

与这首歌同在这方流行的还有景点建
设。

在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正大乡，记者看到
这里正在实施苗王城第二期开发工程。古朴
神秘的苗王城有600年历史。 第一期开发，
修旧如旧，集山、水、洞、瀑、峡谷、原始村寨、
军事巷道、苗族风情为一体。穿行其间，鳞次
栉比的吊脚楼，错综曲折的古巷道，古朴沧
桑的古寨门，让人流连忘返。

在江口县，我们看到当地政府正在云舍
村大兴土木，目的是将其打造成“中国土家
第一村”。

据铜仁旅游部门的人士介绍，铜仁各县

都有景点在开发。沿河土家自治县正在开发
“画廊乌江·山歌沿河”景观；石阡县温泉开
发历史已经有600年以上，正在大做“温泉之
城·长寿之乡”文章。

景点开发，让铜仁成为构筑中的“大武
陵黄金旅游圈”重要节点。

借“凤”生蛋亦欣然
张家界、凤凰、梵净山是武陵山片区旅

游的3个重要节点， 既有互补性， 又有差异
性。然而，在武陵山片区，旅游业的龙头要数
湖南的张家界、凤凰。对此，铜仁的上下都有
清醒的认识。 搭顺风车，融入武陵山黄金旅
游圈也就成了铜仁的必然选择。

2012年5月，湘黔两地签署框架协议，其
中就有联合推介“张家界—凤凰—梵净山”
精品旅游线路，以世界自然遗产旅游区和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等为依托，着力打造“旅游
黄金线”等内容。

松桃苗王城管委会主任田志保介绍，苗
王城距凤凰古城39公里，市场运作，优势互
补，借“凤”生蛋，在“旅游黄金线”上分得满
满一杯羹，每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旅游收
入近3000万元。

“取长补短，相辅相成。 ”江口县旅游局
局长吴建芳介绍，梵净山作为“旅游黄金线”
的终端， 着力实现原始古朴的生态文化、渊
源厚重的佛教文化、浓郁多彩的民俗文化交
相辉映，打造与张家界不一样的旅游胜地。

资料显示，“旅游黄金线”推出后，铜仁
市旅游一路飙升。 2013年接待游客2030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进入“快车道”。

畅通最是快心事
铜仁为融入“大武陵黄金旅游圈”，在交

通建设协作上颇费心思。
建设全国唯一“跨两省”的铜仁·凤凰机

场，就是这种思维孕育出的湘黔协作范例。机

场原名“铜仁大兴机场”，跑道长2000米，规
模飞行区等级指标为4C级。 2008年11月，湘
西自治州、铜仁市、贵州机场集团公司两地三
方达成协议， 将机场更名为铜仁·凤凰机场，
并按国内重点旅游机场标准进行改扩建。

“见证了个中艰辛，体味到酸甜苦辣，犹
如建设两个家乡。 ”一直在贵州工作的长沙
人曹建民任机场改扩建项目指挥长，全程参
与项目的申报、立项和建设，他说，项目总投
资4.29亿元，其中铜仁、湘西两地只需投资
6200万元， 今年4月底主体工程可提前完
工，旅客年吞吐量可达80万人次。

这种协作，为铜仁旅游业的发展插上腾
飞的翅膀。

2013年底，凤（凰）-大（兴）、大（兴）-思
（南）高速相继通车，将“旅游黄金线”上的散
落景点一一串起，从凤凰古城到梵净山只需
1个多小时。

伴随着铜仁·凤凰机场的改扩建， 张家
界荷花机场扩建，沪瑞高速、渝湛高速、杭瑞
高速贯通，沪昆高铁建设加快，松桃至新晃
高速对接等，一个以铁路、高速、航空为纽带
的立体交通网络日趋完善，武陵山片区旅游
协作进入新时代。

实现旅游“无障碍”
今年3月30日，长沙黄花机场至铜仁·凤

凰机场的新航线开通。这标志着湘黔旅游的
一个空中障碍被打破。

发展旅游业最怕的是空间障碍。武陵山
片区的湘黔两家在这一点上，依靠市场的力
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不断拆除省际
边界“藩篱”，正朝无障碍旅游区发展。

市场是整合资源、 协作发展的调和剂。
铜仁境内景区景点，正结合我省湘西自治州
和张家界的旅游运作发展着。苗王城借势凤
凰古城，实现客源互送；铜仁、张家界的各大
旅行社联合开发、设计、包装旅游线路；沿锦

江、沅水流域共同开发建设生态乡村、民俗
古城，“大武陵旅游圈”日趋形成。

“在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空
间巨大，唯有在互信、互用、互联的基础上，
建立无障碍旅游，才能齐头并进。 ”铜仁市委
书记刘奇凡认为， 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武
陵山旅游协作的条件和时机已成熟，通过互
看、互学、互比，建立旅游巡回观摩机制和市
场共通机制，“大武陵旅游黄金圈”一定有着
光明前景。

南岳忠烈祠举行
祭奠抗战英烈活动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
孟翔 邓灵杰）今天，春雨中的南岳衡山忠烈
祠庄严肃穆, 来自海峡两岸的烈士后裔及社
会各界人士300余人在此祭奠抗战英烈,省政
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主委刘晓恭读祭文。
国民革命军37军第60师师长黄保德将军的长
子黄开基先生代表参祭人员上香， 全体参祭
人员向民族忠烈三鞠躬，湖南省、衡阳市及南
岳区有关领导为民族忠烈敬献花篮。

随后， 在国民革命军37军第60师抗战烈
士公墓地进行了祭奠仪式； 在国民革命军74
军第58师师长廖龄奇将军墓地举行了“廖龄
奇将军墓”修复揭幕仪式。

据了解，4月7日晚，烈士后裔、文史专家
及社会各界还在南岳举行了座谈会， 大家对
南岳忠烈祠在我国抗战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
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度探讨， 提出了很多独到
的见解。

武陵山区行·湘黔篇

机场改名姓“黔湘”
———黔湘共建共扶机场推动旅游协作发展

正在改扩建中的铜仁·凤凰机场。 彭业忠 摄

再走一步到铜仁
———武陵山片区旅游协作铜仁行

协作是福
文热心

搭乘湖南的顺风车， 主动融入大武陵
旅游圈， 这体现了贵州发展旅游业的机智。

如果说， 中央电视台 《多彩贵州 》 的
广告让人印象深刻的话 ， 那么深入实地 ，
更体验到其发展旅游业的魄力、 信心。 构
筑快捷旅游通道， 大兴土木开发景点， 精
心打造文化名片等等， 让我们看到了贵州
旅游业的光明前景。

无疑， 在武陵山片区发展旅游业方面，
湖南比贵州先行一步 。 但贵州奋起直追 ，
依靠丰富的、 独特的旅游资源， 采用新颖
的运作方式， 旅游业呈现出勃发的态势。

我们欣喜地看到 ， 湘黔两家有竞争 ，
但更多的是协作。 先行者诚心相待， 后来
者虚心向学。 协作带来发展， 协作带来双
赢。 协作对于武陵山片区的人民群众来说
是福音 ， 因为旅游业本是一项 “富民工
程”。 武陵山片区的优质资源在这里， 发展
优势在这里， 脱贫致富的希望也在这里。

■评论

50名短期援藏
专业技术人员今日进藏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成智
勇 徐利平）今天下午，湖南省第二批短期援
藏专业技术人员欢送会在长沙举行。 50名短
期援藏专业技术人员将于4月9日启程赴藏。

为了进一步改善优化西藏山南地区干部
人才队伍结构，加快山南地区各项事业发展，
我省今年将继续选派一批专业技术人员赴山
南地区开展短期援助。援藏时间为2014年4月
至10月。按照对口援助的原则，援藏人员分别
由长沙、株洲、岳阳、常德市，以及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人社厅等单位负责选派， 包括
医疗卫生、 水利交通、 广播电视、 农牧、 环
保、 教育等各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