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乐在其中。
吴勇兵 摄

在这里，青山湖泊、梯田瀑布遍布乡野，步
步是景；在这里，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特色鲜
明，处处含韵。

旅游业是武陵源的支柱产业，也是全区人
民共享的“绿色福利”。 如何做到“既有人流，又
有效益”，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统一？

“引导全民参与旅游发展。 ”武陵源区委副
书记、区长郑小胡说，通过推进生态保护、旅游
扶贫、共建共享等举措，让旅游产业发展带领
全区人民在小康路上越走越稳。

于是，城市居民的住房、宅基地等资源成
了稀缺资源， 成为参与旅游产业建设的“本
金”，自己也在“家门口”就业，端上旅游“铁饭
碗”。 农村山沟沟变成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旧木
房变成城里人稀罕的好地方，农家饭变成人们
津津乐道的“新口味”，游客来了，腰包鼓了。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2018 年武陵源区
接待游客 3028.9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265.5 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29722 元、13148 元，旅游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

入的贡献率达 90%以上。
而今， 武陵源按下了旅游产品由观光型向

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变、旅游产业由数量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 旅游业态由景区景点模式向全
域旅游模式转变、旅游品牌由国内旅游目的地
向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转变的加速键。

“四个转变”让武陵源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态
势不断显现， 而深度参与其中的武陵源全体人
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也将随之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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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峰林竞秀的十里画廊 ，到

扶摇而上的百龙天梯； 从美不胜

收的黄龙洞， 到幽如明镜的宝峰

湖；从品读文化的魅力湘西，到身

心放松的溪布街； 从花海如画的

抗金岩 ， 到小资情调的梓木岗

……自然与人文， 在这里交织成

一幅全要素、全季节、全时空、全

行程的旅游风景画。

这里， 就是张家界市武陵源

区，一个被誉为“人间仙境”的绝

美之地，一个“诗与远方”的最佳

诠释之地。

这里更是全域旅游发展建设

的标杆之地。

近年来， 武陵源区依托优越

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生态条件，

实现了全域布局、全景打造、全业

融合、 全民参与的全域旅游发展

态势，实现了游客接待量、旅游总

收入连年增长， 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子。 今

年 9 月， 武陵源区成为全国首批

全域旅游示范区。
张
家
界

武陵源天生丽质，拥有世
界瞩目的“三千峰林”，无数游

客“一见钟情”。 然而，如何才能
让游客“再见倾心”？ 一直以来，

武陵源在不停探索，也在不停用实
践检验成效。

“重视景区，不唯景区。”张家界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武陵源区委书记朱用文表示，围绕精
品、高端做文章，把全区作为一个大景区进行整
体打造，方才有如今武陵源全域旅游建设成效。

曾经， 武陵源旅游仅仅依靠景区景点带动
发展，导致旅游要素无法充分流动、无法优化配

置，存在淡、旺两季区别过于明显的问题。
如何破解困局？ 武陵源的答案是———以景

区为核心，以城镇为依托，以乡村为亮点，推动
景区、城镇、乡村三大板块凝聚成核、协调发展。

在景区， 深入实施游客服务中心、 旅游厕
所、游步道、安全防护设施、服务站、智慧化系统
六大提质升级工程，精品观光持续提质。

在城镇，大力培育特色街区、休闲慢游、新
型住宿业态、文化演艺、商务会展、体育健身、康
体养生、特色餐饮、风情小镇“九大”休闲度假产
品，休闲度假成为新热点。

在乡村，全面实施乡村旅游“3 乡 10 村”发
展工程，已经形成 3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6 个
村（居）入选大湘西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景点
集群，乡村旅游受到青睐。

“处处美，时时美。”江苏捷游旅行社负责人
李俊同如是评价，他每年均组织大量团队前来，
武陵源的全域之变，他看在眼里。 如今，全域旅
游的美丽图景已在武陵源大地渐次铺陈， 连片
成景、 连景成画，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发展标
杆。

夜幕降临，在黄龙音乐厅里，广西游客李可
沉醉在《生养之地》精彩的文化演绎之中；另一
厢，在中湖乡野溪铺村的五号山谷民宿里，来自
美国人詹姆斯手中的红酒杯， 映衬着四周的绿
竹。

如今的武陵源，绝版风景令人惊叹，多元风
情更有无限魅力。

全域旅游不仅为美丽经济铺就了发展底
色，也为武陵源多产业融合共生提供了契机，催
生了多业态的旅游产品， 进一步延长旅游作为

“美丽产业”的链条。

当旅游与文化相遇，“三台大戏”交相辉映，
民俗文化可观可赏，也可手中把玩、舌尖体验；
当旅游与农业相遇，鱼泉贡米香软入心，农家采
摘趣味十足，田间花海美好无限；当旅游与体育
相遇，山地马拉松、峰林穿越骑行赛步步是景，
高空扁带赛峰顶竞赛，惊心动魄；当旅游与科技
相遇，张家界地质博物馆知识无限，大鲵科技馆
创意十足……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围绕旅游发展，武陵源
扎实推进旅游产业提质升级， 不断拉伸旅游产
业链条。

以铂尔曼、纳百利皇冠假日、青和锦江等为
代表的高端住宿业，以索溪山寨、火宫殿等为代
表的特色餐饮业，以《魅力湘西》《烟雨张家界》
等为代表的旅游演艺业，以溪布街、桃花溪谷、
九院十街等为代表的特色旅游文化街区， 以禾
田居农场、 协合杨家坪等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休
闲业等多种业态集群迅速发展， 共同构建武陵
源大旅游格局。

武陵绝美 全域胜景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全域旅游发展纪实

黄 龙 音 乐
季峰林音乐会。

向 韬 摄

美丽乡村杨家坪。 向 韬 摄

五号山谷。 资料图片

银装素裹武陵源。 蒋 俊 摄

处处美 时时美

一业兴 百业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全域
旅游路子是对的，要坚持下去。 ”武
陵源区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将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坚
持全域布局 、全业发展 、全优服务 、
全民共享， 在全域旅游发展上当引
领、做示范，打造全域优质旅游新名
片。

全域布局。 坚持将全区作为完
整旅游目的地来规划建设， 以景区
为核心、以城镇为依托，以乡村为亮
点，打造精品景区 、特色城镇 、美丽
乡村三位一体全域优质旅游示范
区。 建设精品景区，做好核心景区保
护和提质文章， 保护世界自然遗产
原真性、 完整性， 提升旅游的便捷
性、舒适性 ，打造风景绝美 、设施完
善、服务一流的国际精品景区。 建设
特色城镇 ，按照 “宜居宜留 、宜游宜
闲”的要求 ，坚持国际标准 、本土特
色，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高水
平管理， 打造与世界自然遗产相互
映衬、相得益彰的特色城镇。 建设美
丽乡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
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打
造“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
愁”的美丽乡村，建设百姓宜居的绿
色家园、游客向往的美丽公园。

全业发展。 坚持将提质升级作
为全域旅游发展主题， 以市场为导
向， 推动单一观光向观光休闲度假
复合型转变，形成多元选择、多重体
验、多样消费的旅游产品体系。 提质
观光产品 ，推进核心景区 “六大提
质升级”工程 ，完善观景平台 、亲水
驳岸、环山栈道等设施，让游客接近
山、亲近水。 丰富休闲度假产品，以
张家界千古情、桃花溪欢乐谷、天际
大观园等旅游转型升级标志性项目
为引领，全面完善特色街区、休闲慢
游、新型住宿业态 、文化演艺 、会展
旅游、体育健身 、康体养生 、特色餐
饮、风情小镇九大产品体系，让游客
慢下来、停下来、留下来。 发展乡村

旅游，依托绿色生态资源，开发一批
田园风光、户外休闲、民俗风情产品，
形成一批田园综合体、特色村镇、民
宿客栈品牌，推出一批生态观光、田
园农耕、摄影写生旅游路线，让游客
体验田园、乐在乡村。

全优服务。 坚持将优质服务作
为全域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积极
开展服务全域旅游“创三优”、服务游
客“三必须”等活动，推动旅游服务全
区域覆盖、全方位提升。 实行标准化
服务，建立健全景区景点、旅游企业
服务标准，实现管理有流程、服务有
规范、质量有标准，争创国家全域旅
游服务标准。 实行特色化服务，充分
发挥旅游党建引领作用，打造党代表
工作室、党员义务咨询台、党员示范
岗等旅游窗口服务品牌。 实行人性
化服务， 完善经营服务诚信评价体
系，健全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诚信考
核标准， 持续开展旅游行业诚信评
定，将“诚信武陵源”建设深化到千家
万户，深入到游客心中。 实行智慧化
服务，建立“全域旅游信息平台”，着
力实现旅游咨询一站到位、旅游交易
一键敲定、旅游管理一屏监控，打造
旅游服务“武陵源标准”。

全民共享。 坚持将人民满意作
为全域旅游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实
现全民共建共享。 坚持城镇带动农
村、旅游反哺农业，推动从单一景点
景区建设向综合目的地统筹发展转
变、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从
粗放低效方式向精细高效方式转
变，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拓
展到全域。 坚持全社会参与，大力实
施“旅游+”战略，引导全民参与旅游
发展、服务旅游发展，营造良好旅游
环境，提升游客满意度。 深入实施旅
游富民工程，推动农业向乡村旅游业
转变、农村向乡村旅游目的地转变、
农民向旅游从业者转变、农产品向旅
游商品转变，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
饭”，奔上“致富路”。

打造全域优质旅游新名片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陵源区委书记 朱用文
武陵源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郑小胡

生态美 百姓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