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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巨变七十载， 永定大

地换新颜。

奔腾的澧水河穿境而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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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几

代永定人闻鸡起舞、砥砺奋进，

让永定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区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对标对表

高质量发展要求，团结奋斗、艰

苦创业、锐意改革、扩大开放，

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经

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 人民

生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回首 70 年， 永定区与祖国共度峥嵘岁
月，共享发展荣光。 一代又一代永定人用勤
劳和汗水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
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吞山河
的奋斗赞歌，实现了从湘西北边陲小城到国
际旅游城市核心服务区的历史性跨越。对历
史最好的纪念， 就是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奋
力谱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谱写新篇章， 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牢
记初心使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
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团结带领全区人民不断增进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指示精神，确保永定各
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谱写新篇章，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勇
担重任实干。 围绕张家界旅游核心服务区
定位，推进“一核两翼四带、三产融合发展”
产业布局。 加快天门山省级服务示范聚集
区、沙堤高铁新城 、七星山 、崇山等重大项
目建设开发，积极整合温塘温泉 、天泉山 、
槟榔谷、龙凤梯田等西线旅游资源，大力推
进民族村寨、休闲度假 、户外运动 、生态民
宿等 4 条乡村旅游精品带建设， 做优做特
张家界莓茶等优势公共品牌，以宵衣旰食、
衣不解甲的状态 ，为张家界在 “锦绣潇湘 ”
全域旅游基地建设中发挥龙头作用挥写
“点睛”之笔。

谱写新篇章， 我们要深化改革开放，向
前奔跑追梦。 积极抢抓“长江经济带”等国

家、省、市战略机遇，把改革创新、扩大开放
作为推动永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深化
“放管服”改革，建设与一流景区匹配的一流
营商环境；聚焦全域旅游，以“三创五美”为
抓手，推进乡村振兴走向深入；创新开展城
市社区小区党建，推动党建工作与城市治理
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坚持走出去、引进来，
全力做好 500 强、北上广、湘商会、自贸区、
一带一路等“五个对接”，以更加坚定的决心
和勇气推进改革走深走实，以更加宽广的视
野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
展的动力和后劲。

谱写新篇章， 我们要以人民为中心，用
心用情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动摇，用心用情用力地持续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接续抓好“教育名区”“六城同创”等重
点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共享更多改革发展
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谱写新篇章， 我们要全面从严治党，勇
于自我斗争。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注重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上见实效； 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
设有定力有动力有活力有合力的高素质干
部队伍；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营
造天朗气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凝聚全
区上下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
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为奋力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永
定壮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奋力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永定壮丽篇章
祝云武
朱法栋

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书记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区长

城市巨变，绘就美丽画卷

“几年前还是荒山与农田，如今，新的城市
地标与发展高地拔地而起。 ”11月 20日，看着
大气优美的高铁站房， 纵横交错的交通路网，
相映成趣的绿化景观， 对这座城市的变化，沙
堤街道板坪村村民罗文锦有着切身的感受。

在空中俯视高铁片区所在的永定区沙堤
片区， 张吉怀与黔张常如两条长龙迤逦而来，
与张桑、张花高速通道纵横交会，加上张家界
荷花国际机场、武陵山大道，一座现代化的区
域交通枢纽城市呼之欲出。

交通的变化， 只是永定区 70 年变化的一
个缩影。

从囿于一隅的落后小城，到对标提质的旅
游新城，70 年来，永定区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
的飞跃。

在城市规划馆， 永定区规划图共有 1981
年、1985 年、1993 年、2000 年、2007 年、2016
年 6个版本。在各版总规的指引下，永定城区范
围、城区用地规模、城区人口规模等不断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永定区以“提质澧水三

带，拓展新城三区”思路，推进澧水滨水环线风
貌带、交通带、产业带和高新区、沙堤新区、且
住岗新区建设，城市面貌发生质的飞跃。

“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不断提升城市品质
功能。 ”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永定区抢抓张家界的旅游核心服务区机
遇，抓规划、推棚改、上项目，掀起了大开发、大
建设、大发展的高潮。

在老城区，通过打通“断头路”、改造精品
街、建设街头游园、推进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
造等，增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方便市民群众
生活，让城市更有温度。

在新城区， 围绕高铁片区、 工业园区，与
500 强企业和旅游龙头企业合作， 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打造城市新坐
标、城市会客厅。

“路畅了、景美了、夜亮了，交通秩序好转了、
市容环境改善了、城市形象提升了。 ”从人们的
切身感受中，一座国际化旅游新城悄然崛起。

旅游带动，实现绿色崛起

干净整洁的院落、风格统一的木屋、精彩
纷呈的民俗文化、 淳朴原始的自然景色……
国庆黄金周，大山深处的“苏木绰”，吸引着众
多外地游客前来观光。

“从事旅游接待，去年增收 10 万多元。 ”
对于王家坪镇石堰坪村全喜平来说，文化和
旅游融合给他带来的收益无疑是丰厚的。

近年来，永定区大力实施“旅游带动、绿
色崛起”战略， 提质天门山，重振茅岩河，打
造“苏木绰”，依托“沅澧山水”“武陵民俗”“峰
林峡谷”3 条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重点开发乡村精品旅游线 23 条，打造国内外

知名旅游胜地核心服务区。
“永定区旅游已经占据张家界旅游的

‘半壁江山’。 ”永定区委副书记、区长朱法栋
介绍，2016 至 2018 年， 全区旅游人次实现
两千万、三千万、四千万“三级跳”，旅游收入
实现 200 亿、300 亿、400 亿“三步跨”。 2018
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 4104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419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7.1%，
21.5%。

“每一分钟，就有 76 名境内外游客来到
永定区， 每一分钟， 就有 8 名游客登顶天门
山。 ” 如今，永定区以天门山景区为龙头，带
动辐射各景区蓬勃发展。 全区建成国家级旅
游景区 6 处，连续 7 年荣获全省旅游产业“十
佳”县区。

天门山激活了永定区，发展了永定区，为
永定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2018 年， 全区实现生产总值 235.9 亿元，较
2012年增长 69.7%。 人均收入从 10847元跃
升到 19269元，较 2012年增长 77.6%。

一手打好“旅游牌”，一手穿好“生态衣”。
永定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打好
“绿色”和“特色”两张牌，形成张家界莓茶、张
家界菊花芯柚、青钱柳、古庸香米等特色优势
产业。

绿色生态已成为永定的亮丽名片。 目前，
全区森林蓄积量为 660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
率达到 73.13%， 空气质量名列全省前茅，
2017 年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省级园林
城市，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理念。

消除贫困，奔向全面小康

初冬的罗塔坪乡水田坪村，漫山遍野层林
尽染，丰收的喜悦挂在村民脸上，村里迎来更
大的丰收———莓茶扶贫产业开始见效。

“好政策落地，家乡机会多了！ ”在罗塔坪
乡水田坪村， 外出打工的杨世松毅然返乡，开
起农家乐，种植起莓茶，不仅脱了贫，还脱了单，
娶了媳妇。

党的十八大以来，永定区把“脱贫攻坚”作
为最大的民生来抓，尽锐出战，消除贫困，实施
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电商
扶贫、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兜底保障等脱贫攻
坚项目，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 至去年底，全区
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5.6158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20.7%降至 0.88%，实现整区脱贫摘帽。2018年，
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118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7946元。

贫困渐行渐远，幸福真正来临。 在王家坪
镇马头溪村，溪水清澈，河柳成荫，栋栋吊脚楼
依山傍水。 村内，一条条平坦干净的水泥路，直
通院落，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花草点缀……

“脱贫不松劲，摘帽不解甲。 ”永定区委副书
记程漫说，今年以来，永定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并启动第一轮“三创五美”（创建示范村、特
色村、标准村，实现融合发展产业美、宜居宜业
生态美、健康文明风尚美、共建共享持久美、群
众生活富裕美）行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
设“美丽乡村”中走在前列、作好示范。

如今，永定区的乡村振兴已经绽放出美丽
的花朵。 每到周末，尹家溪镇马儿山村、王家坪
镇马头溪村等地，诗意盎然的田园风景吸引游
客前去度假。 这里的老百姓高兴地说：“过去咱
们去城里算旅游， 现在城里人到农村来算旅
游，农村也成了香饽饽。 ”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经济发展蹄疾步稳，
美丽乡村风景如画，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
提升，充满生机活力，宜居宜业的大美永定正
阔步前行，不断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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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喜笑颜开。 张明涛 摄

蓝莓丰收。 邵颖 摄

永定城区。 朱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