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道始终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科学规
划，突出特色，绘就城乡面貌新画卷。 交通
网络四通八达，怀通高速、武靖高速建成
通车，通道迎来“高速”时代。 G209 通道
段、S221 国防道、S241 通坪公路、S243
菁杉公路等国省干道建设和提质改造全
面完成，成功对接高铁、高速经济。 县内

旅游公路、乡村公路、农村客运
站建设全面推进，实现了

乡乡通水泥路沥青
路，县内“1 小时经

济圈”基本形成。 城市发展欣欣向荣，扩容
提质成效明显，一座极具侗族文化特色的
山水生态型旅游城市正在逐步建成。 以新
农村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侗寨景点化建
设，农村变化日新月异。

随着深入实施“五大开放行动”，通
道积极融入对接长三角、 珠三角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对外开放全方位扩大。 签
约引进北大未名集团、 汽车零配件产业
链等战略型企业，落户通道的“四上”企
业 96 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0 家。

通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重中之重， 让全县各族人民共享改
革发展的成果。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由 1988 年的 1208 元、401 元增
长到 2018 年的 21203 元、7968 元；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9.3%，“一
站式”结算实现参保人群全覆盖，养老、
医疗、工伤、生育、失业等社会保障水平
持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由 35 岁提高到
76.7 岁；县乡村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九年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 大班额化解任务提
前一年全面完成。 先后荣获全国新型农
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先进
县、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县等荣誉称号；禁
毒工作连续 14 年全省先进，综治工作连

续四年全省先进， 安全生产工作连续两
年全省优秀， 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致富
奔小康的本质跨越。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我刚好 70 岁，儿时只想着怎么填饱肚
子， 穿上一件像样的衣服。 现在祖国强大
了，经济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吃、住、穿已
经不愁，现在退休安享晚年，平时就在小区
看书下棋、跳下广场舞，节假日儿女还时不
时带我和老伴去旅游， 感觉很幸福、 很满
足。 ”双江镇居民吴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
他对经济社会发展感受最深切。

通 道 是
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
县、 湖南省深
度贫困县，贫困
程度深、贫困人
口多。 近年来，

通道不断加大脱
贫攻坚力度， 在住

房、教育、卫生、交通、水
利、产业、民生、养老、文化

等方面投入数十亿元， 深入实施
“九大工程七大政策”，配套开展“四支
队伍集村部”、“微建设”、“微服务” ，各
村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基
本完善， 彻底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

“两完善两确保”等方面的问题，实现了
村村通水泥路、户户通自来水、寨寨有
广播响、家家有安全房、处处有产业兴、
人人有幸福感。 在全市率先试点建设集
党务、政务、村务、商务和社会服务于一

体的智慧党建综合服务平台，为党建引
领乡村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在全县
11 个乡镇全面推行“连村联创、抱团攻
坚”新模式，大力推进“扶贫车间”建设，
全县创办“扶贫车间”10 个，吸纳贫困劳
动力 300 余人。 在文坡、琵琶、木脚、兵
书阁、皇都、石璧、芋头 7 个村试点推进

“村企合一”改革，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着力打通恭城、文坡、木脚等 10个集
体经济强村。 2014 年以来累计完成 67
个贫困村出列、38880人脱贫，贫困发生
率降至 3.97%。 今年，全县拟退出贫困村
9 个、拟脱贫 6449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1%以下。 2018 年全面小康实现程度
90.6%，全省三类县排名第 36 名，全面
小康提升幅度全省排名第 13名。

新时代的侗乡儿女， 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
引下，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 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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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艰苦奋斗，70 年沧桑巨变，70 年的
时间， 国家面貌和百姓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湘、桂、黔交界的通道侗族自治县
也发生了巨变。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怀
化市最南端，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素有
“南楚极地、北越襟喉”之称,是通往我国大西
南的要道。全县总面积 2239 平方公里，总人口
24.17 万人，有侗、汉、苗、瑶等 24 个民族，少
数民族人口 占 88.1% ， 其 中 侗 族 人 口 占
77.9%。是湖南省成立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也是革命老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国
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县、全
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生态示范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全国最佳休闲旅游县、中国大学生最
喜欢的旅游目的地、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县、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中国最具
潜力的十大县域旅游县、湖南省旅游强县、湖南
省特色县域经济(文化旅游)重点县。

波澜壮阔 70 年，砥砺奋进著华章。 70 年
来， 通道历届县委、 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
民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励精图治 、攻坚克
难，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
个胜利，干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实现了一个
又一个梦想，用热血和汗水谱
写了一部气吞山河 、
波澜壮阔的奋
斗史诗。

多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坚持“生
态立县、旅游兴县、产业强县”发展战略，带领全县
24 万侗乡儿女共建美好家园。 全县 GDP 从 1949 年
的 843 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3.6 亿元， 全县一、
二、 三产业结构比由 1949 年的 97.3:0.8:1.9 调整为
2018 年 15.1:29.2:55.7，以文化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
业 GDP 贡献率达 65%，完成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编制并抓紧实施，成效显著。

着力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逐步实现了从传
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工业、从单一
景区到全域旅游的转型升级， 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逐
渐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依托“生态、
民俗、红色”三张名片，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契机，以提升景区基础建设和服务设施为抓手，成
功创建国家 4A级景区 4 个， 国家 3A 级景区 4 个，
国家 2Ａ 级景区 1 个，国家级风景区 2 处，国家湿地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2 处。 成功举办全市生态文化旅
游现场推进会、湖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
会、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慰问演出等活动，一年一度
的中国侗族大戊梁歌会成为湖南省重点支持节庆品
牌，产生广泛影响。 相继开通长沙、杭州、广州直达通
道旅游专列，接待游客由 2013 年的 101 万人次增加
到 2018 年 527 万人次。

通道将“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与脱贫攻坚、
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有机融
合，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围绕“三化一改”目
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处
处呈现出寨美人和的幸福图景。 大力推进精神文明
建设，持续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社区创建
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继承和发扬侗族人民
的优秀品质和良好风尚。 大力改善村民生活质量和
乡村生活环境，规范了农村建房，打造国道、高速沿
线经典侗寨，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突出侗苗建筑特
色，先后有 28 个村寨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名
单，侗族村寨被誉为“和谐社会的原始版本”。 成功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和省级文明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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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度贫困到逐步迈向小康

从偏僻封闭到拥抱世界

从温饱不足到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从老少边穷到张吉怀精品生态
文化旅游经济带新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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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脱贫致富果。
杨芝干 摄

� 一年一度的侗族大
戊梁歌会。 吴建广 摄

� 游客在皇都侗文化村观看侗
族乐器弹奏。 黄生学 摄

如画般的通道县城夜景。 尹序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