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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有泉， 泉水甘洌， 四季不
涸，有天鹅舞蹈其间。 ”这是《长沙县
志》中记载的一幕。 天鹅把平静的天
鹅湖面当作舞台，翩翩起舞，曼妙的
舞姿优雅灵动。 这样的景色很快将重
现小镇。

守护融城之心， 彰显田园之美，不
过是跳马镇发力全域旅游的第一个层
面。雨花全域旅游指挥部指挥长周海毅
始终认为，跳马的发展还要回应群众之
盼，让当地居民增产增收，同时也要不
负天赐之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优
势，为雨花区贡献“绿色 GDP”，全域发
力， 打造跳马“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
体”。

“田园综合体”这一概念，在今年 2
月 5 日作为乡村新型产业发展的亮点
措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指的是集现
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
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是在城
乡一体格局下，顺应农村供给侧结构改
革、新型产业发展，结合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
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
模式。

“要抓住改革发展有利时机，坚定
不移快速推进。 ”张敏在第一次跳马调
研会上说， 跳马首先要搞好项目建设。
对北边红星农副产品全球采购中心和
南边跟中车配套的轨道交通配套工业

园项目，张敏给予了肯定。
张敏还补充，跳马镇拥有石燕湖这

一天然资源， 利用好镇域内的山山水
水，结合花卉苗木，可积极发展休闲农
业。要将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美丽乡村
建设“三位一体”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休
闲旅游、花卉苗木、现代农庄和健康养
老等产业，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就近
城镇化和“家门口”就业，就一定能让当
地百姓走上致富之路。

区委书记张敏的一席话实则是道
出了跳马发展全域旅游的总体思路：全
域、全景、全业、全时、全民。而发展全域
旅游的目标之一便是引导农民就地就
业，农产就地增收，最终达到旅游富民
的效果，这也便做到了回应群众之盼。

跳马，不负天赐之美，把生态优势
转化成发展优势。 与此同时，在浏阳河
这条熠熠生辉的文化产业带上，跳马的
故事璀璨如繁星。 这条历史文化长廊
中，左宗棠文化公园、藩王陵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跳马涧三国遗址公园呼之欲
出，文化旅游也必将为跳马全域旅游增
辉添彩。

不久的将来，跳马将成为长株潭两
型示范点、 旅游引爆点和市民度假点。
全域联动，奋发作为。 跳马，正快马加
鞭，一路驰骋，牵引着雨花“绿色 GDP”
的梦想巨艨，以文化为舵，以生态为航，
一往无前。

跳马“起跳”
世界 500 强“中国建筑”携手雨花区跳马镇探索两型保护与发展之路

罗雅琴 姚学文

初夏时节， 徜徉在跳马的青山绿水之
间，田园风光尽收眼底；在碧水如玉的石燕
湖畔徒步，看群山环抱苍翠欲滴。 这片生态
绿心，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是不可多得的
城市绿肺。

在这片叫做跳马的土地上，山山水水有
讲不完的故事，承载着跳马向前发展的时代
使命。跳马，地处长株潭三市核心区域，是长
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中心，
也是唯一一个整体位于绿心区域的片区。

雨花区，如何在贯彻落实生态绿心保护
条例基础上， 对跳马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全
力守护融城之心、解决民生之困、探索两型
之路，打造新一轮发展的生态支撑、“绿色引
擎”，着实考验着管理者。

6 月 21 日， 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央企湘企暨‘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对接活
动”上，随着雨花区与世界 500 强、央企巨
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跳马生态片
区两型保护与发展项目框架协议，湖南最大
的绿心保护与发展创新和试点项目花落雨
花区。

这里，有着极好的生态环境。 跳马位于
湖南省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中
心，片区总面积 177 平方公里。 全镇森林覆
盖面积 128 平方公里，花卉苗木 8 万多亩，
素有中国花木之乡、 国家级生态乡镇之美
誉， 生态绿心面积约占全市的三分之二、全
省的三分之一。

这里，有着绝佳的区位优势。 跳马地处
长沙、株洲、湘潭三座城市的中心位置，以跳
马镇政府为出发点，距长沙城区 12 公里，距
株洲城区 10 公里，距湘潭城区 18 公里，从
三座城市到跳马观光旅游，以现在的交通条
件，坐车只需要 20 分钟。 从跳马的关刀新
村到“娱乐王国”株洲方特乐园，仅 5 分钟的
车程。

这里，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 蜀国大将
关羽曾攻打长沙，他义薄云天，深得后人推
崇。 关羽的遗事也付之于地名，跳马因此而
得名。 雄才大略，气节高雅的清朝大将左宗
棠，亦安眠于此。 明藩王陵墓、关帝古庙、跳
马涧、 关刀村等一系列有历史典故的去处，
更为跳马新一轮的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

得天独厚的优势叠加，蕴藏着巨大的发
展潜能，注定了跳马的不凡未来。

2015 年初，跳马划入雨花版图，迎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然而，跳马“融城”后，与雨花
区其他街道相比， 跳马镇经济基础条件薄
弱，产业发展单一。 花木产业作为跳马的龙
头产业， 全镇 80%以上农户从事花卉苗木
种植，但花木产业缺乏整体规划，生产方式
落后，产品同质化严重，产业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迫在眉睫。 正因如此，跳马的发展一
直颇受关注， 始终牵动着雨花区管理者的
心。

并入雨花版图的初期，跳马的发展一度
陷入僵局。从一则在当地百姓口中相传的民
谚中，便可窥探跳马的尴尬过往。“我们跳马
人，农民变居民，看似升了级，心里如火焚，
土地不流转，房屋没人征，旅游开不发，地里
不长金。 ”

“跳马是全省的绿心，长株潭三市的中
心，加快跳马的两型发展、绿色发展，意义重

大。”雨花区委书记张敏上任伊始，第一站便
来到跳马调研：“跳马镇生态环境优美、区位
条件优越、产业特色鲜明、人文底蕴深厚，发
展空间很大， 是雨花区宝贵的资源财富，同
时也能带动雨花区发展新的提升。如何因地
制宜，持续发展，对于跳马而言，这是一个大
课题。 ”

张敏强调， 跳马镇各类资源非常丰富，
是个“金饭碗”，但“金饭碗”一定要装上“好
食材”。为了寻获“好食材”，跳马镇一直在努
力探索。

去年年底，跳马召开了全域旅游专家研
讨会。 会上提出了跳马发展全域旅游的畅
想：拿景色吸引人，用体验感悟人，拿美食诱
惑人，用民宿留住人，拿引爆眼球的旅游景
点、体验项目和特色小镇震撼人，用文化唤
醒人们的记忆。

今年 2 月，雨花区委书记张敏，区委副
书记、区长刘素月，部分相关区直部门的负
责人， 还有规划设计领域的专家齐聚一堂，
在调研办公会上畅谈跳马的发展与未来。办
公会上，思绪飞扬，观点交锋，火花四溅。 紧
接着，雨花区成立了全域旅游指挥部，并在
此基础上成立了公司，自此，跳马发展全域
旅游正式起航。

今年 4 月，跳马镇总体规划修编进入批
前公示阶段。此次规划修编内容包括跳马镇
镇域村镇布局规划、 镇区规划和集镇规划，
规划期限为 2015 年 -2030 年。确定了跳马
所属的南部片区要以长株潭绿心保护区为
主体，重点保护好全国独有的生态绿心资源
禀赋，发挥好生态屏障功能，打造城市绿肺。

与此同时， 着重发展“生态 + 旅游”、
“生态 + 文化”、“生态 + 养老” 等高端服务
业，地理信息、现代商贸、高端制造等两型产
业，着力打造“长株潭融城核心、城市群生态
绿心样板区、全国两型发展示范区”。

“蛰伏了这么多年，跳马到了该‘起跳’
的时候了。 ”跳马镇党委书记谭爱兵对跳马
的一切如数家珍。见证了从偏居长沙南城一
隅，到如今的融城核心，谭爱兵笃信跳马的
春天就要来临。

跳马“起跳”，谁来助力？
纵观全国发展全域旅游的成功案例，

方式大多以发展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为
主。 而发展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重点在
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明确政府和企
业在发展全域旅游中各自的角色与定位，
各司其职。

“绿水青山就是跳马最靓的‘颜值’，跳
马这个待字闺中的‘靓女’，一定要找一个好
婆家，最好是找一个有实力、有责任、有担
当、有情怀的央企。 ” 在今年 2月份的调研
办公会上，刘素月的一席话让人备受启发。

在找寻战略合作伙伴的过程中， 众多
上市公司和一些央企纷纷前来“相亲”。 此
时，中国建筑渐渐走进了指挥部的视野。 中

国建筑是我国建筑领域唯一由中央直接管
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2016 年世界 500
强排第 27 位。

中国建筑在打造特色小镇上经验颇
丰，拥有上海重固镇、江苏禅意小镇等特色
小镇的成功开发案例。 经过 4 次考察互访，
8 轮谈判，雨花区政府与中国建筑就框架投
资合作协议和首期 PPP 项目包基本达成
一致。

此次签约成功的跳马生态片区两型保
护与发展项目， 是今年继雨花区与华润集
团签署投资红星城市 500 亿元新示范项目
后，雨花区又一招商投资的重大战略项目。
该项目是中国建筑目前投资额最大的生态
保护与发展综合开发项目， 也是湖南最大

的绿心保护与发展创新和试点项目。
按照规划， 跳马镇将建成湖南省长株

潭城市群全域旅游核心区，率先建设社会、
经济、文化和自然高度协同、符合发展的两
型生态创新区， 实现城市“双修”（城市修
补，生态修复）民生短板补齐（公共设施配
套），建设中部领衔国内一流的“特色小镇
和田园综合体”集群。

跳马生态片区主要是以“一带一路五
特色小镇”为规划重点，依据跳马镇总规，
以镇区或集镇组团为依托， 依托雨花境内
的浏阳河生态风光带、洞株路等，重点打造
白竹、金屏、跳马涧、田心桥、杨林五个小镇
组团。

与此同时，投资与长沙、株洲、湘潭三
座城市特别是与长沙市临空经济示范区、
高铁新城相衔接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
医教文体等公用设施。 同时，助力跳马镇原
有花卉苗木产业提质升级、农民提效增收，
开发以花卉苗木为特色的现代农业观光旅
游。

相信不少人会提出这样的疑惑： 在两
型规控严格，统筹发展空间受限的跳马，中
国建筑到来后，该如何“施展拳脚”？ 雨花全
域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刘志平给出了答
案：中国建筑投资跳马生态片区，将践行两
型发展理念、 严守绿心保护条例和绿心规
划，坚守绿线、不碰红线、把住底线，不挖
山、不填土，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

接下来， 跳马即将启动首期 20 亿元
PPP 项目， 包括跳马生态片区两型保护与
发展顶层设计、跳马集镇外立面改造项目、
107 国道改造建设、 洞株公路沿线景观打
造等 9 大项目。 待到建成之时，不难想象，
跳马景色将精彩纷呈，美不胜收。

其势已成，其时已至

政企携手，共谋发展

全域发力，不负天赐全域发力，不负天赐

“关公跃
马跳涧”雕塑 ，
位于跳马镇石
燕湖大道旁。

6 月 21 日，在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央企湘企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对接活动”上，雨花区与
世界 500 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跳马生态片区两型保护与发展项目框架协议。

位于跳马镇新田村的退役战斗机， 为长沙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飞机维修专业实习模拟机型。

油菜花和风车更配。 位于跳马镇新田村天
石山庄内，有一个欧式风情的现代农庄。

跳马最大的小Ⅰ型水库———百倍冲水库。 （本版图片均由雨花区跳马镇提供）

跳马三大庙宇之一———大安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