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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旅游
资源富集，拥有150个国字号生态
文化旅游品牌及凤凰古城、 老司
城、里耶古城、矮寨大桥等一大批
知名旅游景区， 形成了世界遗产
游、古城古镇游、历史文化游、自
然山水游、 民俗风情游、 乡村旅
游、红色旅游等7大生态文化旅游
产品体系。

近年来， 自治州坚持把生态
文化旅游业作为最大的发展门
路，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 成为全国十大旅游热点和高
增长地区。 旅游业已率先成为全
州百亿产业。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力争到
2018年， 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到2020年，全州接待游客
突破8000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
500亿元，把旅游产业打造成脱贫
攻坚、富民强州的支柱产业。

注重规划引领，
推进州域国土景区化
围绕建设国内外知名生态文

化公园的总战略、总愿景，抓住打
造张吉怀精品生态文化旅游经济
带建设的机遇， 把州域国土作为
一个大景区来整体谋划推进。

编制全域旅游总体规划，构
建自治州全域旅游发展“一个龙
头（凤凰）、一个中心（吉首）、两
条乡村游精品线（土家探源、神
秘苗乡）、四大核心景区（凤凰古
城、矮寨奇观、老司城、里耶古

城）、两条风光带（沅水、酉水）、
一个国内外知名生态文化公园”
的空间布局，打造“景城一体、景
村一体、景业一体、全民参与”的
全域旅游目的地。

认真谋划、 包装一批旅游建
设项目， 力争每年旅游项目完成
投资100亿元以上。 发展乡村旅
游，建设60个乡村旅游精品村、整
治300个传统村落，建设两条生态
文化乡村游精品线，打造6大村寨
群，实现旅游产业扶贫10万人。

注重融合发展，
推进旅游业态多元化
深化旅游业供给侧改革，发

展“旅游+文化”“旅游+农业”“旅
游+工业”， 建设一批文化旅游精
品，发展一批茶叶、猕猴桃、椪柑
等观光旅游农业示范园， 开发一
批果蔬采摘、 休闲农庄、 家庭农
场、四季花海等休闲农业，打造织
锦、蜡染、苗绣、银饰、踏虎凿花等

“湘西制造” 特色旅游商品品牌。
发展休闲游、养生游、探奇游、研
学游、商务游等新业态，构建“快
旅慢游”新格局。

注重配套建设，
推进旅游设施标准化
加快建设湘西机场、 张吉怀

高铁、黔张常铁路、永吉高速、龙
桑高速，建成1000公里旅游公路、
1000公里生态旅游景观走廊和
1000公里旅游慢行体系， 打造湘

西旅游“一小时交通圈”。
推进旅游厕所革命，3年新

建、改扩建旅游厕所500个左右，
实现国家3A级以上旅游景区和
60个乡村旅游精品村旅游厕所
全覆盖。

加快州、县市、景区三级旅游
集散中心建设。 推进旅游标识系
统建设。 建立湘西旅游大数据中
心和旅游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
现重点区域全覆盖， 推进旅游设
施标准化。

注重环境整治，
推进旅游服务规范化
开展旅游环境整治，以“美丽

湘西” 建设为抓手， 打造景观廊
道、美丽通道；推行“河长制”，加
强酉水、 沅水州内段及旅游区河
流保护，实现河流净化、美化；加
快重点旅游村镇和高速公路、国
省道、 通景公路两侧可视范围内
房屋特色民居改造， 打造最美城
镇、最美村寨。

实施“管理人才培训、专业人
才培养、 紧缺人才引进” 三大工
程，引进一批旅游职业经理人、旅
游规划专业人才、 旅游电子商务
人才、旅游营销策划人才。

注重创品夺牌，
推进旅游景区品牌化
加大品牌景区创建，创建一

批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传统
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国字号品牌。 加大
国家等级旅游景区创建，力争到
2020年， 全州国家3A级以上旅
游景区达到40家以上 、4A级旅
游景区15家以上、5A级旅游景区
4家以上。

实施全州旅游资源“一盘
棋”整合行动，打响“神秘湘西”
品牌。 举办中国·凤凰苗族银饰
服饰文化节、土家族舍巴节等重
大旅游节庆活动，将《边城》培育
成知名实景演艺品牌。 拓展入境
游市场，巩固港澳、韩国市场，积
极开发东南亚、欧美等境外客源
市场。

注重机制创新，
推进旅游治理现代化

建立“1+3+N”综合管理机
制，形成“党委统揽、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管理机
制。 实施市场监管、旅游、物价、
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 ， 完 善

“110”快速处置机制，提升区域
综合管理能力。

组建湘西旅游集团 ， 力争
实现 IPO上市。推进旅游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PPP投融资模式
改革创新。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旅游企业和旅游项目融资支
持。

探索组建州旅游发展委员
会。 通过发展全域旅游，形成共建
共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美好生
活的新格局。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

4月23日，在邵阳县郦家坪镇蔡家田
村，满山的芍药花正开得旺盛，村民艾再
生正在地里给芍药除草。 他高兴地说：
“今年我家除种植芍药外，还另外扩种了
2亩多牡丹、尾参等药材，预计收入有4万
至5万元。 ”

蔡家田村海拔600多米， 山高坡陡、
干旱少雨，是该县有名的省级贫困村。近
两年来， 该村村支两委带领村民在石头
缝里寻找脱贫路，因地制宜种植中药材。
村主任洪安清介绍：“今年， 村里已流转
近300亩土地种植中药材，发动100多户
贫困户成立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栽培品

种12个，预计今年药材收入在400万元以
上，户均将增收超过5000元，今年全村就
可实现脱贫。 ”

石头缝里种出“金药材”，吸引了蔡
家田村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户， 特别是贫
困户加入到药材种植的行列。 目前，依托
蔡家田村的中药材种植， 郦家坪镇成立
了5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土
地进行统一流转， 采取“公司+农户+基
地”模式，形成药材种植、加工、销售一条
龙的完整产业链。 全镇已建立一个30亩
的中药材苗圃基地，蔡家田、城天堂等6
个村建起了茯苓、牡丹、尾参等千亩片药
材基地5个，中药材种植面积逾3万亩，辐
射药农2000余户。 郦家坪镇的许多贫困
户从中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新化县奉家镇报木小学， 从20多年
前“普九”并校后，一直是只有一个老师
一个复式班的“麻雀小学”。 4月19日，记
者路过该校，见学校有了两栋“扶贫教学
楼”，学生也急剧增加。 学校老师说，两栋
教学楼分别是香港退休公务员张宗良和
娄底一中援建的。 娄底一中扶贫报木小
学，还有一个美丽故事。

2016年暑假， 娄底一中党委书记曾
佑平、 校长范彦江到报木村的三节洞瀑
布群游览，在一处交叉路口，向一个司机
问路。 司机不但热心回答，而且主动免费
当导游。 这个司机叫刘益南，时任报木村
村委会主任。 一番游览，曾佑平和范彦江
都爱上了报木这方水土，从三节洞转身，
他们顺便跟着刘益南走进了报木小学。

在学校， 范彦江对曾佑平说：“报木
村离奉家镇中心小学有20多公里， 周边
还有好几个村。 我想在报木建一所我们
娄底一中的山村附属小学，你看如何？ ”
曾佑平笑了：“我有同感！ ”

刘益南立即去奉家镇中心小学， 向校
长蒋新凌汇报情况。 刘益南说：“范校长的
想法是通过娄底一中全体师生献爱心，在
报木小学援建一栋教学楼， 保证有7个教
室，能办幼儿班、小学一至六年级共7个独
立班，由娄底一中派老师教学，学生读完小
学六年级，直接进娄底一中读初一。 ”蒋新
凌十分高兴：“这是大喜事，我大力支持！ ”
不久， 蒋新凌带着刘益南和报木小学教师
段同山等人，来到了娄底一中。

达成援建协议后，刘益南立即行动。报
木小学这所“麻雀小学” 要新建一栋教学
楼， 首先要征地。 被征土地的主人叫刘继
中。 刘继中对娄底一中精准扶贫报木小学
特别感动，一口答应了村里的征地要求。日
前，新教学楼竣工，通过了验收。

去年底，娄底一中支付了部分工程款。
建校过程中，娄底一中领导3次到报木小学
察看，对学校扩建工作十分满意。范彦江表
示，今年暑假前挂牌。听说娄底一中送教师
支教， 读完六年级可以直接进娄底一中读
初一， 报木小学的复式班今年上学期增加
了10个学生，达到29人。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丁会云 曹丞

明媚的阳光里， 满山的油茶
生机盎然。 4月24日，临湘市九丰
合作社带头人刘曙抚摸着油茶树
枝头刚结的碧绿色小果， 满脸笑
容，6年的付出终于结果了。 他告
诉记者， 九丰合作社现有油茶1.8
万亩，进入盛果期后，每亩年收益
将达到5000元以上。

白羊田镇地处偏远， 山多田
少。 为带动村民快速脱贫，该镇想
到了借助外力。 镇党委、镇政府通

过调研， 最终确定鼓励在外成功
创业的老乡回家， 发展“归雁经
济”。 为此，该镇通过走访，将全镇
在外创业成功人士登记造册，将
家乡发展的优惠政策和地理优
势，有针对性地向外发布，陆续引
回在外创业成功的老乡回家乡。

刘曙就是一位回乡老乡。 他
发现白羊田镇独特的自然环境适
合油茶种植，于是采用“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吸
收村民以土地入股或自主开发，
先后投资3400多万元， 用锄头和
10多台挖机，将山坡改成梯田，让

荒山披上绿装， 建起了高标准油
茶林1.8万亩,� 成为湘北最大的油
茶种植基地。 连片造林、 良种造
林、高规格造林，合作社成员迅速
由6人增加到133人。

在白羊田镇东风村一片树林
下，成群的土鸡嬉戏追逐。 山塘溪
水里，鸭子在悠然自得地凫水。 水
草边， 一只只大白鹅时不时啄几
口青草。 而“指挥”这支鸡鸭鹅大
军的“总司令” 是现年34岁的何
微。 何微是白羊田镇西山村人，大
学毕业后在外地一家生物科技公
司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管理

经验。 2014年，他返乡创业，成立
云尚养殖专业合作社， 现已发展
成员26户，专业从事土鸡及鸭、鹅
养殖与销售。 合作社承包2200余
亩山林建养殖基地， 已建栏舍1.1
万平方米， 存栏土鸡13.2万羽、鹅
2000羽、鸭8000羽，去年创产值
1260万元、纯利润260万元。

近5年来，白羊田镇已有12位
在外打拼有成的老乡返乡创业，
共投入资金3.1亿元，年创产值近6
亿元。“归雁经济”初步形成规模，
每年提供给当地农民的劳务收入
就超过1000万元， 包括土地入股
分红及带动效应等， 为当地农民
带来年收益3000多万元，带动300
多户贫困户脱贫。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唐爱平
实习生 王鑫）今天，湖南省代建协会正
式成立， 具备代建管理资质的省内91家
企业成为首批会员单位。 这也是全国首
家代建行业协会。

湖南从2004年开始代建制试点，近
年来代建行业发展迅速,已经积累起成熟
的经验。截至目前，全省14个市州代建市
场全覆盖， 完成和在建代建项目共152
个，从事代建专业工作人员上万人，可担
任代建项目经理的专业人员近4000人。
湖南在全国率先成立代建行业协会，体
现了我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 创新政府
投资项目管理模式的显著成效。 据悉，湖
南省代建协会将按照会员自治的新型治

理模式运行，接受省发改委业务指导。
代建制，是指依法通过招标方式，选

择专业化的管理单位负责政府投资项目
的实施，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工期和保
证施工安全， 项目竣工验收后移交使用
单位。 代建制通过引入代建单位，将传统
项目管理体制中的“建、 用合一” 改为
“建、用分开”，形成多方相互约束的制衡
机制和预防工程领域腐败的制度屏障，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使用单位不直
接参与项目建设， 能从根本上克服传统
自建方式的诸多弊端,实现项目管理队伍
的专业化，从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控制
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保证政府投资项
目的效益和效率。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今天，湖南双季
稻区油菜早熟品种和机械化生产技术
示范现场会在衡阳县台源镇举行，“湖
南双季稻区油菜早熟品种选育和机械
化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于2015
年正式启动第三期攻关， 经过两年实
施，已育成于4月20日左右成熟的湘油

420、湘油514、沣油847、沣油320等早
熟品种，全生育期缩短30天以上，基本
满足“油-稻-稻”三熟制茬口要求。

据介绍， 该项目是官春云院士带
领的课题组实施的，有力促进了省委、
省政府油菜生产“西进、南下、北保”战
略， 确保我省油菜总种植面积稳居全
国第一。

发展全域旅游 加快脱贫发展
市州长谈全域旅游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石头缝里种出“金药材”

“麻雀小学”扩容了

建立制衡机制 树起制度屏障

湖南14市州代建市场全覆盖

湖南双季稻区油菜早熟品种
选育取得重大突破
全生育期缩短30天以上

老乡回家乡 共建新湖南

“归雁经济”富山乡

庆“五·一”
工间操比赛

4月24日， 临武县文体
广电中心田径场，职工集体
展演工间操。 当天，该县举
行中国梦·劳动美———庆

“五·一”工间操比赛，全县
各单位2000余名职工代表
组成62支参赛队参加，活动
洋溢着我运动、 我青春、我
健康、我快乐的蓬勃朝气。

陈卫平 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 龙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