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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产业发展与群众脱贫致富无
缝对接，让美景成产业、出财富是鹤城
区打造全域旅游的初衷。”区长向秀亮
介绍，该区积极利用旅游产业富民，拓

宽了扶贫路径，让贫困群众谋上了“好
差事”，端上了“金饭碗”。

今年 50 多岁的鹤城区黄岩白马
村民彭祖桃，虽然每天中午都要忙，但
心情从未有现在这样的轻松。原来，从
2016 年他通过扶贫小额信贷办起了
农家乐以来，收入逐年增加。 现在，他
把土地也租给黄岩景区， 不仅增加了
租金，还有年底入股分红，他又把位于
景区的门面房租了出去， 一年又增加
了四五千元的收入。彭祖桃高兴地说：
“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

自黄岩旅游生态区建成以来，该
景区增加了村民的务工、入股分红、土
特产销售、土地流转等多条增收渠道，
加快了村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据了解，
仅黄岩景区务工岗位 200 多个, 带动
了 29 名贫困户年均增收 1 万余元。白
马村与大坪村采取“公司＋村集体＋
贫困户＋基地”模式，使 70%以上贫困
户实现年人均分红 1000 余元， 以及
景区销售土特产年收入达 1200 万余

元，带动就业从业人员 300 多人。 实
现村民年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2017
年，白马、大坪两村通过旅游扶贫实现
如期脱贫摘帽。

将乡村看点变成卖点、 山水变成
景观、乡愁变成体验、民俗变成活动、
产品变成商品、文化变成产业，并让生
态环境变成“聚宝盆”，靠景区引人气、
靠山水赚票子、靠生态环境引游客、卖
产品、增收入，是该区发展旅游形成的
特色与亮点。

近几年来， 鹤城区将旅游产业发
展与生态乡村建设、 推进精准扶贫等
有机结合，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挖掘旅
游产品、 打造景点品牌等方式推进旅
游扶贫，取得了明显成效，产业扶贫、
以旅兴农为广大贫困群众打开了一扇
“致富之门”，全区有 18 个村列入乡村
旅游重点村。

乘风破浪立潮头， 正是鹤飞凤舞
时。 随着鹤城区一批批重点旅游项目
的工程的加快建设，我们相信，一幅生
态、 秀丽的鹤城旅游崭新画卷必将光
耀三湘， 全域旅游的鹤城富民之路也
将越走越宽广！

正是鹤飞凤舞时
———怀化市鹤城区推进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纪实

满长水 荆杨芝 朱跃军

初冬时节， 美丽的怀化市鹤城区旅
游发展依然热气腾腾。中坡公园、黄岩生
态旅游区、九丰生态农博园、山下花海快
乐谷等重点景区景点星罗棋布， 文旅创
意系列活动精彩不断。

随着 2017 年成功入列 “张吉怀生
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重点县（区），鹤城
区青山与绿水交相辉映， 自然和人文相
得益彰， 绿色原生态和天然氧吧的无限
魅力引人入胜， 步移景异的美丽景象令
人流连忘返。 鹤城区委书记熊安台自豪
地说：“我们依托‘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生
态和交通等优势， 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和
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农旅结合、文旅结合
把鹤城打造成新兴旅游目的地城市。 ”

11 月 21 日，“‘自驾雪峰山’2018 年怀化市
生态文化旅游节” 活动在鹤城区山下花海快乐谷
开幕。怀化旅游推介会、黄岩云端访谈、“自驾雪峰
山” 体验等系列活动吸引了来自各地近万游客参
加。

这是该区充分利用独特的旅游资源， 开展文
旅活动促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几年来，鹤城区委、区政府把全域旅游作为
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头号工程来抓，制定出台了《关
于加快旅游业发展， 奋力建设国内知名旅游目的
地城市的决定》、《鹤城区旅游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等文件，利用当地丰富的旅
游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景点景区，着力推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

随着“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为主、社会参
与”的大旅游发展格局不断完善，全区上下合力同
心，谋旅游、抓旅游、促旅游，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全力以赴抓实项目建设，着力打造觅幽探险、康养
休闲、农业观光、舞水夜游及实景表演、商贸文旅、
运动养生、城市记忆七大休闲旅游板块。

“投资过百亿元、实施一百个项目”的旅游业
发展“双百工程”落地，积极挖掘“两山”、“两水”、

“两城”的山、水、树、花、石、船、洞、泉文化，打造
“休闲康养之都、温泉之都、溶洞之都、文旅之都、
体验之都”，构建鹤城区“一核三区七组团”全域旅
游新格局。

依托黄岩、大凉山优质的森林康养自然资源，
通过特色商业街区、民族特色街区的建设，结合中
医药规模种植等，不断打造鹤城“休闲康养”之都。
以高标准、高规格开发了黄岩溶洞温泉、叠翠兰亭
温汤等，全力打造鹤城“温泉”之都。 开发黄金坳、
黄岩溶洞群，形成鹤城独特的“溶洞”之都。挖掘老
榆树湾、尽远古村、火车文化、现代商贸等历史文
化与现代文化，打造鹤城“文旅”之都。规划舞水风
情一河两岸之舞水夜游、中坡山农耕体验园、九丰
现代农博园、 山下花海快乐谷等极具浓厚体验趣
味的景点景区，打造鹤城“体验”之都。

围绕“全域十美”多彩鹤城、“一线多品、一乡
一特色”，科学布局鹤城旅游线路，即东线以九丰
现代农业、 山下花海快乐谷为主的乡村休闲观光
游线，南线以黄岩、大凉山、城南万亩竹海为主的
生态康养舒心游线，西线以河西花背荷花观赏园、
舞水风光带为主的水上观光游线， 北线以黄金坳
尽远古村、 竹林湖及农业综合产业物流园为主的
古文化、红色军旅文化、美丽乡村游线，中线以榆
树湾、 天坑小镇及西兴街文化娱乐休闲街区为主
的游线。

“山下花海”开辟的银河花海、麦
咭冒险乐园、帐篷营地、快乐大本营嘉
年华体验馆等特色项目， 为游客提供
更多的是文化休闲体验； 九丰现代农
博园让游客更多地了解集农业生产经
营、 农耕文化为一体的农业生态旅游
地；黄岩生态旅游区修建了滑轮索道，
提质改造一批景点后，串点成线，正变
身为令人向往的特色鲜明的生态观光
度假胜地……

鹤城区融合一、二、三产业，农、文、
旅业并重发展旅游，把全域旅游与现代
农业、生态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紧密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全域旅游与城
乡统筹、产业融合的发展道路。

“旅游 + 扶贫”，绿水青山成金山
银山。 该区黄岩风景区地貌奇特，溪瀑
层叠，森林植被原生秀美。 当地村民变
现生态资源，在石头缝里兴产业，全民
入股建成白马村“千亩石林花海”和大
坪村“怀化大峡谷”两大项目，种植名优
特新水果和无公害蔬菜，将海拔近千米
的黄岩打造成“春赏花、夏避暑、秋品
果、冬观雪”的“花果山”。 通过以旅带
农、兴旅富民，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该区旅游项目带动贫困人口 5000 余
人脱贫增收。黄岩扶贫创新模式成为湖
南省 5个重点推广的扶贫模式之一。

“旅游 + 科技”，领航现代农业转
型升级。 该区的九丰现代农博园，3.6
万平方米的智能观光大棚内， 百花争

艳，瓜果飘香，游人如织。 员工只需轻
摁按钮，即可操控农作物生长的光线、
温度、湿度。 智能大棚运用滴灌、喷微
灌新技术，比普通灌溉节水八成左右。
园区集合了 50 多种先进的现代农业
种植技术， 目前已成功签约为俄罗斯
蔬菜购销基地， 九丰蔬菜搭乘中欧班
列，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堪称现
代农旅融合的典范。

“旅游 + 文化”，综艺 IP 试水乡村
游。该区“山下花海·快乐谷”将文化艺
术元素植入乡村旅游， 成为湖南省首
个以综艺 IP 为核心的乡村旅游项目，
并把旅游产业接入《快乐大本营》、《疯
狂的麦咭》、《火星情报局》等大热 IP，
配套落地麦咭冒险乐园、 快乐大本营
嘉年华、火星情报局科幻街等景点。以
花为媒，融入花海休闲观光、农业采摘
体验、民俗饮食文化等多元素，进一步
夯实美丽乡村的生态之基。

山有色，花有样，美在自然，乐在
文化。去年来，该区以“甜甜的怀化，甜
甜的鹤城”为旅游主题形象，先后举办
了怀化市生态创新融合发展项目现场
推进会暨怀化九丰现代农博园开园、
鹤城区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暨山
下花海快乐谷开园等相关旅游活动，
参加了在长沙等地举行的旅游推介活
动， 编印出版了鹤城区旅游宣传推广
手册。在开展常规宣传的同时，充分利
用网站、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旅游营

销，并邀请省内外旅游业界专家、行业
人士就如何提升乡村旅游品牌影响
力，带动旅游扶贫等问题问诊把脉，出
谋划策。

今年 10 月， 该区黄岩生态旅游
区、 怀化九丰现代农博园的景观质量
已经评审并公示， 初步达到 4A 级旅
游景区标准， 将进一步评定后或将升
级国家 4A 级景区。 伴随黄岩生态旅
游区、怀化九丰现代农博园、山下花海
快乐谷、 叠翠兰亭怡养温汤等一批旅
游项目的建成开放， 鹤城区不断吸引
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截
至今年 11 月， 该区累计接待游客
1575 万人次， 旅游收入 141.6 亿，同
比分别增长 18.6%和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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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大峡谷。

山下花海·快乐谷青云桥。

尽远古村。

黄岩雾海。

怀化九丰现代农博园智能温控观光温室。

雄奇凉山。 （本版图片均由鹤城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