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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挑“大梁” 发展挺“脊梁”
———张家界市以项目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纪实

6 月，投资 10 亿元的《张家界千古情》
开门纳客，第一周每天连演 4 场，吸引游客
1.2 万人次， 创下张家界文旅演艺节目演出
场次最高、观众人数最多两项纪录；

7 月，18 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总
投资 31 亿元，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80
亿元，上缴税金 5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2300
多个；

8 月，15 个重大文旅项目在省会长沙集
中签约，总投资近 600 亿元，世茂、恒大、万
达等 500 强纷纷落子， 奏响张家界高质量
发展的新一轮最强音；

9 月，备受关注的张家界丝路荷花国际
文化旅游产业园开工， 首期 20 亿元打造的
丝路风情街，建成后将为游客呈现一幅丝绸
之路的千年画卷；

10 月， 投资 10 亿元的张家界 72 奇楼
文旅小镇、 一期投入 7.13 亿元的张家界的
“诗和远方”打开了更大想象空间。

……
项目是经济前行的牛鼻子，是区域崛起

的主力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硬底盘。 今年
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张家界市抢抓政策
和历史机遇，以扩大有效需求为支撑，采取
争取国家投资、吸引大企业投资、激活民间
投资“多条腿走路”，掀起大抓项目、抓大项
目的热潮。

来到黔张常铁路张家界西站站场配套
施工现场，工程部施工负责人称：“与时间赛
跑，与进程同步，确保年底实现通车。 ”

翻开张家界重点项目责任清单，所有市
级领导都有自己的联系项目。该市实行每个

项目“一名联系市领导、一个牵头联系单位、
一名工作人员”的“三个一”项目推进工作机
制，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同时，按照“日跟进、周汇总、旬汇报、月
调度、季通报”制度，认真抢抓施工，及时协调
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确保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在张家界各重点项目现场，经
常可以看到市委书记虢正贵、 市长刘革安等
市级领导忙碌的身影，一线分解任务、一线解
决问题，为推进项目建设排忧解难。

“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奋力谱写张
家界追赶超越新篇章。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革安深有感触地说， 在重点项目的带动下，
张家界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全市今年确定
139 个重点项目和 200 亿元目标任务，目前
已经完成 190.65 亿元投资， 占年计划
95.3%。

稳投资，项目处处开花

优环境，引来源源活水

田育才 张 奎 甄 荣

初冬时节，行走在张家界

大地，无论是在塔吊林立的建

设工地，还是日新月异的工业

园区，又或是机器轰鸣的生产

车间，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热

潮。

张吉怀高铁建设正酣、黔

张常铁路即将通车、丝路风情

街正式开工、世茂云城项目奠

基……一个个施工现场如火

如荼，一个个巨型建筑拔地而

起，加快了张家界“对标提质、

旅游强市”的新步伐。

“项目为王，撑起了张家

界高质量发展的脊梁。 ”张家

界市委书记虢正贵表示，张家

界经济在一大批集聚效应大、

支撑作用明显的重点项目强

劲拉动下，沿着又好又快的轨

道不断前行。

数据显示： 今年前 3 季

度，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10.6%， 全省排第 6

位；139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90.65 亿 元 ， 占 年 计 划

95.3%，同比增长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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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 张家界世茂云城项
目正式开工， 标志着又一个大型文旅
项目进入张家界。

从签约到动工，用时不超三个月，
世茂云城成为张家界项目建设“拿地
即开工”的又一样板！

7 月 9 日，张家界市与上海世茂集
团对接；8 月 5 日， 世茂张家界文旅产
业项目正式签约；9 月 18 日， 世茂集
团成功摘地；10 月 29 日，张家界世茂
云城奠基。

“跑出了项目建设的张家界速
度。 ”世茂集团华中地区公司董事长秦
华竖起大拇指说， 张家界昂扬向上的
奋斗激情、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 坚定了企业扎根张
家界的信心。

最优服务、最佳环境。 是张家界诚
信打造的又一张王牌。 为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 张家界致力优化项目建设环
境，从项目审批、开工到建设，开辟“绿
色通道”、启动“绿灯通行”，全力打造
投资“洼地”和服务“高地”。

该市出台《重大招商项目落地攻
坚工作机制》，对重点招商项目逐一明
确建设进度节点， 罗列清单、 台账管
理，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项目履约开

工、落地建设。 建立重点企业、重点投
资商联系制度， 由责任单位落实专人
协助业主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最短
时间内办理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环境
评价等方面手续，督促项目早落地、早
开工、早建设、早投产。

同时， 成立高规格优化营商环境
领导小组，改由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
市长任组长，3 名市委常委和 1 名副市
长任副组长。 开展为期 4 个月的优化
营商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市优化办主
动担当， 深入开展大走访、 大排查活
动。 收集营商环境问题线索 157 个问
题，已办结 124 个；通报曝光损害营商
环境典型案件 18 起；交办项目审批和
涉企税费案件 20 个、 督办件 4 个，均

已办结。 弘宇置业有限公司被拖欠 6
年的 4000 万元工程款、永定建安公司
被拖欠 8 年的 2800 万元工程款以及
永通公司申报 9 年的 10 辆道路运输
车指标得到了圆满解决。

“在张家界投资，感觉很舒服。 遇
到麻烦事，一个电话过去，就有人对接
了。 ”张家界占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邓绍云说， 多年前她把公司从广
东搬到张家界， 销售收入正呈翻番式
增长态势。

“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栖。 ”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曾超群坦言，高效透
明的政务环境、 诚信守约的人文环境
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 引来社会投
资纷至沓来。 今年以来，张家界签约重
大招商项目 48 个， 签约金额 904.17
亿元， 引进 500 强企业 2 个。 1 至 9
月，全市实际使用内资 59.9 亿元，同比
增长 18.2%。

《张家界千古情》演出现场 向韬 摄

丝路风情街开工仪式 邵颖 摄

世茂新城奠基培土 邵颖 摄

城区滨河路 邵颖 摄

项目签约 向韬 摄

惠民生，幸福渐渐汇聚

“房子变得结实、坚固了，环境也好
多了！ ”慈利县二坊坪镇高溪村村民朱
福初看着自己的新家， 回想以前的老
家，激动不已。朱福初家中 4 口人，通过
易地扶贫搬迁， 住进了 100 平方米的
两层小楼，干净、整洁、宽敞，日子越过
越美好了，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易地扶贫搬迁，是牵头单位张家界
市发改委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张家界以“搬得动、稳得住、

能致富”为目标，对生存条件恶劣、生态
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一方水土养
不起一方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让贫困群众圆了安居乐
业梦。 截至 2019年 9月，该市 9643户
34697人已全部入住新房。

“项目带动发展，群众享受红利。 ”
市发改委党组书记、 主任龙维务介绍，
在项目建设中， 张家界从解决好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入手，坚

持民生至上，让人民群众共享高质量发
展的成果。

路是发展的基础， 是城市的血脉，
更是普惠于民的工程。 近年来，该市围
绕“城市环线、景区环线、滨水环线”思
路。对内，拓展主次干道，新建高架桥拉
通滨水环线，重建澧水大桥，城市骨架
可谓日新月异，实施“三化三改”，美化
绿化亮化，特色街区、绿地公园、社区环
境逐步凸现， 城市精致精细更宜居；对
外，荷花国际机场通航至今航线网络累
计覆盖国内外 86 个城市， 航空口岸实
现 72 小时入境免签，张花、张桑高速建
成通车，黔张常年底建成通车，张家界
正式迈进“高铁”时代，出行更便捷更
舒适。

围绕学有所教， 该市认真实施城区
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未来 3年，将采
取多种方式，投入资金 22.7 亿元，在市
中心城区引进、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及幼
儿园 33 所， 新增义务教育标准学位
17510个，全面破解城区“大班额”问题。

一批民生项目抓紧实施，一批产业
项目正式投产， 一批城建项目投入使
用，一批交通项目建成通车，一批文旅
项目开门迎客，在张家界经济发展中亮
点频闪，也预示着这片沃土充满发展后
劲、发展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