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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椽笔绘天门
———永定区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宁 奎 郑龙腾

富饶的澧水河穿境

而过 ，蜿蜒不息 ，造就了永

定美丽肥沃的土地；巍峨的天门

山绝壁而立，屹立万年，见证着永定的

变迁和发展。

从区内“1 小时交通圈”到“一核两翼四带”，从征地拆迁百日攻坚到城区建

设提质升级，从城市有序管理到民生切实改善……一项项举措点燃了永定区社

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一座魅力四射的现代化新城蓄势待发。

2012 年至 2016 年， 永定区地区生产总值从 139.01 亿元增长到 202.95 亿

元，年均增长 9%；财政总收入从 5.2 亿元增长到 10.1 亿元，年均增长 18.85%；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6734 元、4961 元增长到 23646 元、

8175 元，年均分别增长 8%、12.96%。

一个个沉甸甸的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累累硕果，一串串累累硕果是 5 年

来永定人勇立潮头、艰苦创业的精彩答卷。

险峻的山体被一条条隧道洞穿，大山
深谷中无数桩基拔地而起，一座座大桥飞
跨两岸，千年天堑正在变为通途。

2013 年，张花高速正式通车，永定区
新增加一条东西方向运输主动脉，也结束
了往川渝地区没有高速公路直通的历史；
2014 年，黔张常高铁开建，永定建成武陵
山片区旅游交通枢纽和游客集散中心城
市，雏形渐显；2015年，荷花机场扩建工程
完成，武陵山片区唯一国际航空口岸再度
提质升级……

与此同时，张桑高速、张沅公路、邢大
公路、 武陵山大道等大批交通项目建成，
打破区位条件“硬制约”，永定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车轮”，在立体化交通的道路上疾
驰向前。

项目是城市发展的底盘、 支撑和后
劲，是迎战危机、快速赶超、科学发展的关
键。

5 年来， 永定区共实施重点项目 232
个，完成投资 315 亿元，其中国家和省属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99 亿元， 市属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 98 亿元， 区属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 83亿元。

如今的永定区， 随处可见的项目建
设工地上，机器有序运转，每个人的脸上
都流露出发展建设的喜悦， 心里都悄然
生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坚定信念。 从

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园区到厂房车间，如
火如荼的项目建设场景鼓舞人心、 催人
奋进， 昭示出全区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
强劲势头。

在张家界市第一中学，数千名学子在
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中， 开心地学习、生
活。 一中新校区项目占地 307 亩，可容纳
5000名学生就学。 经过两年时间建设，一
座创意新颖、布局合理、教育先进的现代化
学校从无到有。

与此同时，在教育名区战略的推动下，
投资 4000 万元的北门小学已于 2016 年
秋使用，投资 1.1 亿元的且住岗小学 2017
年秋投入使用； 投资 3.5 亿元的旅游学校
原址扩建项目已举行开工仪式； 丽景小
学、崇文学校、永定中学、天门中学、雨露学
校、金海实验学校等正在抓紧建设……

“投产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策划
一批。”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说，未来 5年，
永定区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
供给侧改革，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最大引擎，每年铺排 100 个以上
国家和省、市、区重点项目，形成重大项目
梯次推进格局，强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经
济换挡提速和人民生活改善。

目前，全区有 16 个项目进入省“十三
五”服务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笼子，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永定区，将再次腾飞。

“白雾茫茫天地间，奇山险峰遮容颜。 ”10
月 6 日，湖北游客“武当无忌”在观赏到天门山
云海后，在朋友圈发表诗句并配图，惊叹天门
山之美。 今年“十一”黄金周，拥有青山绿水，文
化底蕴深厚的永定区， 接待游客 109.44 万人
次， 同比增长 20.66%， 实现旅游收入 8.03 亿
元，同比增长 26.91%。

在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核心服务区建设过
程中，永定人逐渐形成共识，旅游不能仅仅停留
在山水景观上， 还要开发新型休闲度假旅游精
品，推动旅游高端化、精品化、差异化发展。

云顶酒吧、天门洞体育生态公园、澧水船
说等一批高端休闲娱乐设施建成营业，碧桂园
凤凰酒店、大成水世界、韦斯特、蓝湾博格等一
批高端度假酒店投入营运， 大成国际马戏城、
自驾车房车露营基地、陈家溪韩国特色商业街
等一批休闲、购物和娱乐项目相继启动建设。

8月 18日，总投资达 193亿元的天门仙境
小镇项目启动建设，将拥有核心区、度假区、活
动区、田园区、庄园区等多个功能板块。

未来， 天门仙境小镇将建设成为天门山先
导区南片区旅游转型示范区、旅游产业集聚区、
城乡统筹的样板区和养生度假新天堂。 由此，以
天门山景区为核心，辐射周边四方、带动全区经
济发展的天门山旅游经济圈初见雏形。

东线天门山先导区是永定区旅游发展格
局“两翼”之一。

在西线， 完成茅岩河经营权转让之后，投

资 10 亿元对景区沿线全面改造升级， 旅游资
源全盘皆活；天泉山成功申报为国家级森林公
园，旅游开发取得实质性进展；温塘、教字垭旅
游风情镇建设正在实施，垕王古寨项目成功签
约并将开工建设，潜力十足。

“民俗美，风光美，这是湖南的‘香格里
拉’。”10月 25日，来自西安的游客杜伦豪一家

三口，来到石堰坪村，被“苏木绰”美丽的人文
风情所吸引，乐游 3天。

今年春节期间，湖南卫视等媒体举办的五
场“直播苏木绰”，生动展现了鸡笼捕鱼、土家
榨油、百人打糍粑、舞动高花灯、毕兹卡相亲会
等土家传统习俗。 一时间“苏木绰”名满天下，
游客纷至沓来。

同样，槟榔谷探险游、长茂山观赏游、罗峰
山花海游等一批乡村旅游典型， 如雨后春笋，
吸引着四方游客。 与此同时，沅澧山水、峰林峡
谷、武陵民俗 3 条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
路持续发力，马儿山休闲农庄、远方的家等一
批乡村旅游产品，吸引力十足。

据统计，永定区以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
比重大幅提升，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2 年的 10:
23:67 调整到 2016 年的 8:20:72， 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

今年 8 月，“旅游带动，绿色崛起”战略在
全区 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面铺开。

“争创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新标杆。 ”永
定区委副书记、区长朱法栋表示，到 2020 年，
将力争实现游客接待总量 6000 万人次以上，
旅游总收入 600 亿元以上，以旅游为主的第三
产业收入增加值稳定达到全区 GDP 比重的
80%以上。

紧扣建设，夯实城市发展“底盘”

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特色产业规模化发
展，金融、企业、贫困户捆绑受益，干部驻村帮
扶立竿见影，摇摇欲坠的危房变身窗明几净的
砖瓦房……精准扶贫的种子，在这片沃土上生
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

“扶贫开发迈入‘深水区’，要斩断穷根，唯
有在‘精准’上做文章。 ”区委副书记程漫表示，
永定通过精准识别扶持对象、安排扶持项目和
资金，让“滴灌式”扶贫的触角延伸覆盖贫困群
众。

于是，86 支工作队，207 名工作队员，深扎
一线，驻村帮扶 86个贫困村。

顺着新修的柏油路，一路来到王家坪镇马
头溪村部，驻村帮扶队队长张世新正在整理贫
困户资料。 每一份资料，详细地记录了收入、借
贷、低保、养老等几十项信息。

“这是村里扶贫的‘大数据’。 ”张世新表
示，所有资料都通过多轮走访、复核，确保扶贫
精准有效。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种植养殖、手工
业等产业， 马头溪 21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
有 170户脱贫。

根据“大数据”，永定区分别从安居、教育、
增收等方面进行精准扶持，对有发展能力的贫
困农户给予“普惠 + 特惠”的政策支持，对低保
户实施民政救助，全面推进减贫。

从找穷根、下菜单到有产业，贫困群众拥
有了量身定制的脱贫路径，心中逐步燃起发展
的希望。

“种 5 亩茅岩莓，一年收入近 3 万元。 ”茅
岩河镇安坪村村民胡太汉，在驻村帮扶队的引
导下，利用“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专心
发展茅岩莓种植产业，不仅还清了欠款，脱了
贫，手头也越来越宽裕。 同村，像他这样的种植
户有 42 户，曾经远近闻名的贫困村，逐渐摆脱
了落后的面貌。

放眼整个永定区，茅岩莓、特色养殖、特色
小水果、七星椒、中药材、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等六大扶贫产业，涵盖了全区所有贫困人口。

“信心不强干部帮、资金不多金融帮、技术

不够能人帮、项目不好规划帮、市场不广电商
帮、规模不大企业帮、收益不稳保险帮、资源不
足基建帮”，八个“帮”字，显示出永定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决心与信心。

一户户贫困家庭有了新收入，一个个扶贫
项目遍地开花。 如今的永定大地，扶贫浪潮翻
涌，脱贫的春风吹遍每一个角落。

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16 年， 永定区脱
贫贫困人口 35244 人，出列贫困村 18 个，贫困
发生率由 20.7%下降为 8.2%。

“任务不完成不撒手，目标不实现不脱钩，
一张蓝图绘到底。 ”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说，全
区干群将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号召，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永定，推进绿色发展，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 2018 年整区脱贫
“摘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旅游带动，展开绿色崛起“翅膀”

决胜脱贫，绘制全面小康“蓝图”

美丽的永定城区。 肖金泉 摄

华天城大型城市综合体。 邵颖 摄

湘西北地区的运输主动脉张花高速。 刘波 摄

天门山景区“天门吐雾”奇观。 向韬 摄

土家风情醉游人。 瞿继昌 摄

扶贫特色产业———崇山反季节蔬菜。
李宗功 摄

罗塔坪乡四关峪村千亩茅岩莓茶喜获
丰收。 宁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