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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田育才

7月10日傍晚， 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中湖乡野
溪铺村“五号山谷”客栈，夕阳的余晖穿透山林，给
客栈镀上一层灿烂金黄。“谷主” 陈玉林像往常一
样，牵着妻子的手悠闲散步，偶尔与客人交流，显得
十分惬意。

徜徉在幽静的山谷中， 陈玉林想起30年前的情
形，感慨万千：“30年前，只有一条泥泞小路，几栋破旧
木屋，如今这里成为张家界民宿的一张靓丽名片。”

从1988年成立地级市， 张家界已经走过了30
年。30年间，张家界城乡面貌翻天覆地，旅游产业蓬
勃发展，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2017年，全市旅游
收入达到623亿元，接待游客7335万人次，实现了从
“小山城”到“国际张”的历史性跨越。

旅游立市，从乡村走向世界
“幸好我来了 !”2003年，天津人田辉林来到张

家界，参与天门山开发。
那时，天门山没有索道，上山公路正在修建，路

面崎岖、凹凸不平。从山下到山顶，先要开车1个多
小时到天门洞，然后再从天门洞爬上山顶。“手脚并
用，爬了5个多小时。”回忆起第一次登天门山情形，
田辉林记忆犹新。因为条件困难，公司同来的不少
人坚持不到半年就回去了。

田辉林坚持了下来，成为天门山旅游开发的参
与者和见证者。如今，天门山建成了世界最长的观
光索道、中国最高的玻璃栈道，举办了俄罗斯空军
天门山特技飞行表演、高空走钢丝挑战、翼装飞行
世锦赛、汽车漂移赛等多项传奇挑战活动，旅游形
势一天比一天火爆，已成为闻名中外的极限挑战胜
地。2017年，天门山旅游接待人数达到388万人次。

30年筚路蓝缕，天门山的变化，正是张家界旅
游发展的缩影。

数字为证：30年来， 年接待旅游人数从建市之
初54.7万人次增加到去年7335.8万人次，增长了133
倍多；年旅游总收入从2491万元增加到623.8亿元，
增长2500多倍。

旅游是贯穿张家界发展的主线。从1988年建市
时确立“旅游立市”，到1994年由大庸市更名为张家
界市并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再到2013
年提出“提质张家界 打造升级版”……张家界始终
围绕“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目标，打响品牌、
打造精品，先后获得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
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世界“张家界地貌”命名地、中
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中国首批5A级风景名胜
区、全国文明风景名胜区6张“烫金名片”。

2017年，张家界进一步提出“对标提质旅游强
市”战略，国内对标桂林、黄山、九寨沟，国际对标瑞
士的达沃斯、美国的奥兰多、泰国的芭提雅。

绝版风景，享誉中外。去年10月，张家界被世界
知名旅游消费指南《孤独星球》评为2018全球10大
性价比最高旅游目的地。2017年， 张家界入境游客
达到365万人次，境外客源国家和地区达到109个。

旅游扶贫，美了乡村富了民
1988年，家住武陵源区天子山镇天子山村老屋

场组的彭齐云，和妻子在海拔1000余米的崖台上挖
出了一块“空中田园”。如今，靠着旅游富起来的彭
齐云在这里种上了荷花、油菜，吸引世界各地游客
前来观光。他说：“以前为了生计种水稻，现在为了
旅游种风景。”

从种水稻到种风景， 彭齐云质朴的一句话，道
出了30年来旅游给张家界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巨大
变化。

为了让旅游给当地人带来更大福利，30年来，
张家界立足生态优势，将藏于“深闺”之中的旅游资
源有效开发， 依托旅游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让
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旅游发展起来了，赚钱的门路也多了。”桑植
县苦竹河村贫困户瞿春华，趁着张家界西线旅游开
门纳客，在九天洞景区附近摆起了小摊，卖起了玉
米、红薯等土特产，每天有上百元收入，“游客多的
时候，一天能挣三四百块钱”。

“守着山林，就可脱贫。”与瞿春华一样，慈利县
三官寺土家族乡太华山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杜吉青
60亩山林流转给大峡谷景区， 每年租金4000多元，
还有3000元景区商铺招租分红。靠吃“旅游饭”，大

峡谷景区周边4个村新增客栈21家、餐馆7家，解决
农民就地就业1216人。

永定区石堰坪村、马头溪村，将美丽山水串联
成线、成片，打造“苏木绰”新景，引来了游客，也为
贫困群众带来了致富机会；武陵源区鱼泉峪村“鱼
泉贡米”，入选“张家界礼物”，100元一公斤仍供不
应求；桑植县洪家关村与旅行社合作，一次瞻仰参
观、一场民俗体验、一堂革命故事、一顿红军简餐

“四个一”红色旅游模式风生水起；慈利县罗潭村与
禾田居农业公司合作，成为旅游致富样板村……

“景点扶贫、线路扶贫、商品扶贫、就业扶贫，打造
了旅游扶贫的‘张家界样本’。”2017年，张家界农民人
均纯收入由30年前的432元增长到8692元，增长了19
倍，越来越多的张家界农民享受到了旅游红利。

全域旅游，阔步踏上新征程
今年6月， 张家界西线旅游景区以全新的面貌

问世，九天峰恋景区、苦竹河大峡谷、茅岩河漂流和
新西兰喷射快艇项目“上线”迎客，补齐了张家界水
上旅游产品不足的短板。至此，以武陵源为核心，以
慈利为东线、桑植为西线、永定区为南线的“三星拱
月，月照三星”全域旅游格局全面形成，张家界在全
域旅游实践中再次领跑。

建市以来，张家界旅游一路领跑，靠什么？“敢
为人先，开拓创新。”张家界市旅外委主任兰智平用
8个字总结。

一直以来，张家界始终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支柱
产业，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胆识，勇于开拓，不
断创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新需求。

“全域旅游让张家界大放异彩！”张家界金牌导
游刘洋坦言，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张家界
处处是风景，村村可游玩。

30年间，张家界旅游产业由弱到强，武陵源、天
门山、大峡谷、黄龙洞等19个景区成长为中国标志
性景区，苏木绰、和田居、洪家关等乡村旅游倍受青
睐，3199家宾馆酒店民宿星罗棋布，让“游”在张家
界成为一种乐趣。

30年间，张家界旅游业态推陈出新，天门山玻
璃栈道、大峡谷玻璃桥、茅岩河喷射快艇等旅游产
品从无到有，国际汽车特技表演、乌克兰功勋交响
乐团国际性旅游产品相继落户，让“游”在张家界有
了更多选择。

30年间，张家界旅游版本不断升级，从“白天看
山头，晚上抱枕头”的传统观光旅游目的地旅游1.0
版本，到“白天看风景，晚上看大戏”文旅融合大放
异彩旅游2.0版本，再到“商、养、学、闲、情、奇”旅游
新要素全域发展“旅游+”3.0版本，生态游、乡村游、
养生游、文化游风生水起，不断放大张家界“旅游+”
的乘数效应。

“做精做美全域旅游，到2020年实现旅游接待
人数达到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率先
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
贵表示，而立之年的张家界，站上历史新起点，阔步
踏上新征程，必将书写新辉煌。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事件】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活跃

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湖南从1985
年开始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主要内
容是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农
产品购销体制，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
农业价值， 以促进农业更快发展，农
民尽快富裕。这年2月，湖南停止实行
了32年的农产品统购、 派购制度，实
行合同定购、合同换购与议购。同时，
全省物价改革从横向上面也不断拓
宽，城市粮食、肉食、蔬菜经营等也进
行了若干改革，使农民有更多的产品
进入自由市场，以促进生产、增加收
入、改善生活。

【亲历】
现任省发改委成本调查队队长

的蔡新军是一名资深的老“物价人”，
曾担任过省物价局价格研究所所长、
省价格协会理论研究部部长等职务，
他是1985年这次价格改革的亲历
者、见证者。

蔡新军介绍，1985年价格改革
采取“以放为主”的方针，迈出了较大
步伐。一是放开生猪和若干城市的其
它鲜活副食品价格。二是调整农村粮
食购销价格。 三是提高铁路短途运
价。 从价格改革的整个规划来看，这
些项目仅仅是一小部分，但同以往相
比，调价总额和调价影响，都不容小
觑。 可以说， 价格体系全面改革在
1985年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在当年，生猪是农民增收的主
要产品，是许多农民的‘镇家之宝’。”
蔡新军说，因此当年改革的第一项内
容就是调整生猪购销政策和价格政
策。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是取
消生猪派购制度， 实行合同收购，使
农民有更多的自主权。其次，把国家
统一定价改为国家指导下的议价，使
价格比较符合价值，适应市场供求变
化。第三，改变长期存在的购销价格
倒挂、国家亏本经营的状况，把暗补
改为明补，使一些城市的猪肉供应由
凭票定量改为敞开销售。其目的是要
调动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进一
步发展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的需求。

这项改革推行后，猪肉销售价格
有了提高，大城市的瘦肉提价幅度更

大一些。而且，大中城市比邻近县城
生猪价格要高些，这种差价有利于县
镇的生猪向大中城市流动。大部分地
区夏季对猪肉价格实行季节性下浮，
入秋以后又陆续上浮。 由于地区差
价、 肥瘦肉差价和价格比较灵活，对
生产、 流通和消费产生了积极影响。
生猪收购价格放开以后，农民养猪积
极性提高了，生猪存栏与出栏数量都
有了增加，农民养一头猪比原来大约
可增加收入二三十元。同时，市场上
鲜猪肉供应增加。过去，一些城市长
期吃冻肉，很少能吃到新鲜肉的状况
得到改善。 由于实现了多渠道经营，
存在多年的流通渠道单一、价格管得
过死、国营食品公司经营严重亏损的
局面，也开始得到扭转。

蔬菜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蔡新
军介绍，放开肉价的同时，也放开了
蔬菜等鲜活副食品价格，增加了菜农
收入，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上市
的蔬菜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城市居
民买菜比以前更方便，国营商店烂菜
减少，社会效益有所提高。此外，禽、
蛋、鱼等其它副食品价格在一些城市
也逐步放开。

“湖广熟，天下足。湖南自古以来
就是产粮大省、 鱼米之乡。” 蔡新军
说， 粮食生产对农民来说也极其重
要，因此价格改革第二项内容是调整
农村粮价。为了活跃农村经济，国务
院决定取消粮食统购政策，实行合同
定购，把超购加价改革按“倒三七”比
例计价（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超
购加价）。对农村的粮食销售，由购销
价格倒挂改为购销同价。粮食的收购
实行“倒三七”比例计价，消除了由于
多种价格带来的收购价格不稳定、地
区和农户之间粮同价不同等问题，解
决了以前一些单位和个人从中投机
牟利等弊端，避免了由于超购加价部
分不断扩大而使财政补贴逐年增加
的问题。

蔡新军认为，1985年全省持续
进行的物价改革对市场调节起到积
极作用，解放了生产力，全省城乡人
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 。1985年与
1980年相比，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19.7元增加到395元，扣除物价上涨
因素，平均每年增长3.6%。全民所有
制职工年平均工资由746元增加到
1111元，平均每年增长5.76%。

1985年———

物价改革：
增加了农民收入 方便了市民生活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历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胡纯辉 ）今天上午，永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委再次回访湘江
沿岸一处查封的小作坊，防止问题反
弹。这是永州市坚持精准解决水资源
污染问题的一个缩影。

湘江流经永州境内515公里，占
湘江全长的54.3%，全市还有4处全国
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河流733条、水库
1230座。然而近些年，该市水资源受
到企业污水（处理不合格）、 畜禽养
殖、城镇生活污水污染。去年，中央环
保督察组向永州市反馈了相关问题。

此后， 永州市迅速找准问题源
头，层层压实责任，推动水资源污染
问题精准解决，全市纪检监察部门先
后问责184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5人、

组织处理162人。相关部门行政拘留3
人、刑事拘留3人、批捕1人。

同时，逐一交办乱养、乱倒、僵
尸船、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整治等
问题500余个。仅今年以来，全市关
停落后产能600万吨， 完成中心城
区黑臭水体治理13处和900个行政
村的污水治理、 环境综合整治，拆
解处置 325艘“僵尸船 ”，处置采砂
船613艘。

到目前，永州市重要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重要河库水功能区达
标率、市级行政河流交界断面水质达
标率，继续保持100%，全部为Ⅰ、Ⅱ类
水，湘江出境水质连续61个月稳定在
Ⅱ类水标准以上，全市水环境总体质
量位居全省前列。

找准问题源头 层层压实责任
永州精准防治水资源污染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王希台 龚金发）“非法吸砂
船，追！”日前，湘潭县水务、海事部门
接到举报后立即派出执法人员赶往
湘江湘潭白石段，在马家堰河段查获
3艘正在作业的非法吸砂船。经查，每
艘船舶的吸砂量可达500吨/小时。

“我们在查获时，3艘船舶刚作业
不久，共计吸砂300吨左右。受利益驱
动，船主不惜代价也要大搞‘捞砂’经
济。” 湘潭县水务综合执法大队负责
人说，为避免被抓获，船主会非法改
装船舶，但暴露在外的巨大挡板和吸
砂钢管， 难逃执法人员的“火眼金
睛”。目前，这3艘非法吸砂船被扣留
在衡东新泰船厂。 接下来， 公安、水
务、海事部门将会处置非法吸砂船并

予以切割，同时，对船主进行行政处
罚，保持打击非法吸砂的高压态势。

为整治湘江，湘江湘潭段实现全
面禁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采砂一律
叫停。湘潭市水务综合执法支队负责
人介绍，2018年上半年， 湘潭市联合
执法队共发现和打击处理了13艘吸
砂船，并依法依程序切割了13艘吸砂
船的吸砂设备并处罚款30万元。下一
步，湘潭市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联动
机制，与长沙、株洲加强对接，开展联
合巡查、联合执法、建立区域联动机
制；与海事、公安等部门联动，加大吸
砂船整治力度。 同时， 有效发动县
（市、区)执法人员及大堤管理所值班
人员加强所辖区域巡查，建立上下联
动机制。

湘潭整治非法采砂不手软
今年上半年共查获13艘非法吸砂船

环保督察整改

从“小山城”到“国际张”
张
家
界

张
家
界
旅
游
发
展
大
事
记

1 1982年9月

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
森林公园。

2 1985年5月24日

国务院批准撤销大庸县建
制，建立县级大庸市。

3 1988年5月18日

国务院批准建立省辖地级大
庸市，将慈利、桑植两县划归大庸
市管辖，市另辖两区：原大庸市改
为永定区，新设武陵源区。

4 1991年11月

张家界举办第一届中国湖南
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大力倡
导森林保护。

5 1992年12月

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
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
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自然遗产名录》。

6 1994年

国务院批准湖南省大庸市更
名为张家界市。同年，张家界荷花
机场通航。

7 1995年

“张家界”作为“中国山水旅
游第一股”上市。

8 1999年12月

世界特技飞行大师驾驶飞机
穿越天门洞，创造人类首次驾机
穿越自然山洞的飞行奇迹。

9 2004年2月13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
公园专家评审会在法国巴黎宣
布，中国张家界等8处地质公园首
批入选世界地质公园名单。

10 2007年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列入中
国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11 2010年12月

张家界列入全国首批国家旅
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12 2016年

张家界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名录。

13 2017年

张家界出台全国首部全域旅
游地方性法规———《张家界市全
域旅游推进条例》。

� � � � 图① 奇峰三千张家界。（资料图片）
张勇 摄

图② 7月16日，游人乘船在张家界
宝峰湖景区游览。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依
托良好的山、溪、湖、洞等旅游资源，推出
“清凉一夏，亲近山水”等多条避暑游线
路，受到各地游客青睐。 吴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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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