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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三年的桃花源景区在 2017 常德旅游节隆重
亮相，迎来国庆、中秋双节“大考”。 景区推出了陶艺制
作、古法榨油、采茶制茶、酿酒等 16 大民俗体验活动，
举行了第一届民俗拜月大典等系列活动，成为常德假
日旅游新的“引爆点”，游客中心排队购票游客络绎不
绝，“桃花源记”山水演出一票难求，场场爆满。

今年 1至 9月， 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156.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65%；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55.12
亿元，同比增长 25.64%。 国庆、中秋双节“黄金周”期
间，常德的旅游市场迎来大火爆，到处人头攒动，游人
如织， 旅游增收接近三成， 全市旅游总收入 14.5 亿
元，同比增长 29.01％。

近年来， 常德旅游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连续 3
年跻身全省旅游产业第一方阵。 常德成功创建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正在创建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和中国
国际城市旅游特色目的地，全市旅游项目建设完成投
资 200多亿元， 项目建设与环境整治实现了新突破。
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观光旅游百花齐放；桃花源、柳
叶湖、壶瓶山、城头山、穿紫河、大小河街、德国风情街

等精彩纷呈；产业要素布局趋于完备，经营业态丰富
多样。 2018年，黔常张高铁的建成运行将进一步提升
外部交通通达性，常德旅游产业颜值初显。 这是常德
旅游产业“崛起”之优。

如何快速发展旅游？项目来引领。“一个项目就是一
个新的增长点，一批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 在大力
推进全域旅游工作中， 常德旅游战略性项目要实现突
破，稳步推进‘一城三区’旅游项目，区县旅游项目要有
序推进，旅游品牌创建争取再创佳绩。”常德市委书记周
德睿要求常德要紧跟全省“一核三极四带多点”发展布
局，借大势、抓落实，勇争全国旅游城市前列。

五年砥砺前行， 常德旅游品质和颜值初显。 从
2013 年的“六大旅游精品工程”到 2015 年的“旅游战
略性产业三年攻坚行动” 再到 2017 年全域旅游示范
基地建设， 全市旅游项目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
特别是“一城三区”为重点的精品旅游项目建设推进
迅速。

城市旅游效益显著。 常德河街建成投入市场，成
为感怀常德记忆的留恋出处，穿紫河风光带项目已累

计接待游客 210 万人次。 穿紫河水上巴士运营以来，
短短 11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仅门票收入
约 2000 万元。 德国风情街开街纳客， 市民足不出
“市”，可在家门口领略德国艺术风情。 创新修复护城
河沿岸老西门、窨子屋等历史遗存，赋予旅游观光、绿
色办公、现代商业、文化休闲、艺术体验、高端商居等
城市新功能， 自去年 5 月开业以来， 累计接待游客
200万人次。

柳叶湖旅游发展迅速。 引进华侨城集团，首个合
作项目常德华侨城欢乐水世界已于 2015 年建成开
园。 投资 17 亿元的升级版项目———常德华侨城卡乐
世界， 2018 年将建成面市；推进环湖十大景观工程，
累计完成投资近 60 亿元， 建成了罗湾观鸟、 柳湖沙
月、柳叶诗韵等景点，配套环湖游道等旅游设施。 投资
80 亿元的运达柳叶湖文旅商住综合开发项目落户柳
叶湖，是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成立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
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

桃花源旅游惊艳亮相。 桃花源景区闭门提质改造
三年，累计完成投资近 50亿元。接待游客的景区面积

由过去的 2 平方公里，扩大到 12 平方公里，日接待游
客由过去 3000人次到现在 5万人次。景区由秦溪、秦
谷、桃花山、桃源山、五柳湖、桃花源古镇、万亩桃林 7
大板块构成，配合全国首家山水河流剧场，还原《桃花
源记》意境，成为常德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新高地。 开
园首日，成功接待游客 5万人次。

壶瓶山旅游稳步推进。 壶瓶山通用机场项目完成
立项，江坪河景区提质工程推进顺利，东山峰观景台
完成了 300亩“茶山花海”示范景区建设，滑雪场二期
改造工程顺利推进。 壶瓶山大峡谷景区获评“湖南最
佳避暑胜地”称号。

城头山旅游广受好评。累计完成投资 6.5亿元，建
成占地面积 662 亩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 2016 年 6
月开园，现已成功创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引进珠海
九洲控股集团（上市公司）运营城头山景区。

旅游厕所革命全国领先。 2016 年全市新建和改
建旅游厕所 181 座，完成项目投资 5.4 亿元，连续两
年（2015年、2016年）被国家旅游局表彰为“全国旅游
厕所革命先进市”。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版式编辑 冉 明

12—13

柏润 卜云 李寒露

她太远了，藏在城头山的深处，稻香和
6000 年的时光封存了她的神奇；

她太近了，就在长株潭的西边，区域性
交通枢纽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常德，一座桃花流水的美丽城池，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山水资源禀赋独特，一直以

来就是中外游客心驰神往的旅游目的地。
全域旅游，且看常德。这座“桃花源里的

城市”， 早已乘着全域旅游发展的潮涌之风
打造美丽经济，做活水文章。近年来，常德市
委、 市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培
育，坚持用全域理念谋划和推进旅游产业发
展，促进自然与人文、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全域旅游发展振奋人心。

旅游业已然成为常德的支柱产业和幸
福产业 ，打响 “世外桃源 ”旅游品牌 ，塑造
“亲亲常德”旅游形象，打造大武陵地区和
全省“旅游休闲之都”，坚守全省旅游业发
展 “第一方阵 ”，在 “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 ”
的战略实施中展现常德旅游产业的新作
为、新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常德旅游按照“新常

德新创业”总体部署，砥砺奋进创佳绩，奋发
有为见成果，实现了产业大发展、产品大提
质、人气大聚集、市场大拓展，交出了一份骄
人 “成绩单”。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36 亿
元，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 16283 万人次。

走，赏魅力柳城，寻桃源仙境。拨开八百
里洞庭的烟波浩渺，穿过上下五千年的岁月
烟尘，走向你，大美常德———

一幅山水画 幸福大常德
———常德全域旅游绚烂绽放

十月的常德城，晚秋如水、垂柳闻雀。漫步在滨湖
公园内，如同行走在绿色的油画中，处处绿树成荫，芳
草鲜美，连公园内的水体都呈现出醉人的绿。近年来，
通过启动“海绵城市”建设，全市主要河湖水质保持在
III类以上水平，森林覆盖率 47.98%，中心城区绿化覆
盖率 42.17%。 滨湖公园作为常德海绵城市建设的“海
绵体”，通过对湖泊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达到海绵城
市建设过程中对水体的“净化、回用”作用，留给几代
常德人以欢笑和美好。

滨湖公园仅是常德城发展建设的美丽小缩影。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小雨不积水、 大雨不内
涝”，近 5 年，全市共完成新造林 104.89 万亩，新增城
区绿地 2.1万亩，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2.92 平方米。
真正实现“人在城中，城在景中”。

看呐，洁净如洗的大街小巷、鲜艳纷繁的绿地公
园、流光溢彩、人流如织的城市夜景，都能让你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慢生活、水休闲、夜精彩”。 去年 9 月，
2016 常德旅游节上穿紫河与柳叶湖正式连通通航，
12 艘“水上观光巴士”在穿紫河上绚丽起航，乘船游
览美轮美奂的城市夜景时， 许多市民激动得泪流满
面，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感、归属感、荣誉感空前高涨。

凭借扎实的“内功”，常德近年先后获得了全国文
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交通
管理模范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中华诗词之市、中国魅
力城市。 她是古人心中的理想国，却又是现实版的乌
托邦!�不信，你去奔流的沅水边徜徉观光；不信，你去
那巍峨的常德诗墙流连阅赏！这是一块热土的气派与
胸怀，这是一座城市的底蕴与力量。

桃花源里的人生活得很好，“桃花源里的城市”人
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如今的常德正体现了这种和谐。

城里城外，处处好休闲。去人间仙境桃花源赏花，
喝擂茶；到有“动植物物种基因库”美誉的壶瓶山呼吸
新鲜空气，进行一场刺激的峡谷漂流；在城头山遗址

边驻足，想象 6000 年前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行走
在沅江边，看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常德诗墙，究竟
有怎样的诗情和豪气？泛舟于柳叶湖上，游湖赏景，分
享湖中训练皮划艇、环湖练习自行车的运动员的快乐
与辛劳……常德人和这些“风景”相伴，与这些“文物”
共处，不亦乐乎！

全市有大小景点 100多处、国家 4A级景区 9处。
近 5年来，夹山、花岩溪、常德市规划展示馆、城头山、
彭山景区、林伯渠故居 6家景区先后创建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目前常德市等级景区总数为 23家，在 5
年前 8家总数的基础上翻了 2.5倍。 柳叶湖成功创建
省级旅游度假区，目前正积极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壶瓶山被评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正积极创建国家

生态旅游示范区。 桃花源、城头山在 4A景区的基础上
正积极向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目标迈进。

壶瓶云海观日出，瀑布飞泉云中挂；桃源仙境在
人间，小桥流水有人家；花溪竹海舞白鹭，玉峰倒影溪
中画；柳叶湖上荡扁舟，碧波万顷逐浪花……史书称
常德为“风景之国，文物之邦”。 她灵秀梦幻，沅江边
上，澧水河畔，屈原吟诵“沅有芷兮澧有兰”；武陵郡
里，清溪尽头，陶渊明寻找拥有良田美池桑竹的桃花
源。 她豪情万丈，近现代仁人志士林修梅、蒋翊武、宋
教仁、刘复基在这里孕育成长；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林
伯渠、文学家丁玲、史学家翦伯赞在这片热土上诞生。

常德德山山有德，一城春色半城湖。 是山遇见了
水，美轮美奂，刚柔相济。

走在穿紫河畔的德国风情街上；漫步一条
流淌着乡愁的“常德河街”；坐在晶莹剔透的全
封闭玻璃外罩的豪华游轮上，萦绕耳畔的德国
民谣、快速闪过的花灯结彩、美轮美奂的本土
实景演出……“全民旅游”与“全域旅游”供需
两旺， 旅游产业对相关产业的辐射带动功能、
对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引领促进作用日
益强化。5年来，常德旅游收获连连，惊喜不断，
在建设全域旅游基地中发挥了龙头作用。

在过去 5 年中，常德始终把“美丽经济”
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载体，把旅游业作
为战略性产业来培育，促进自然与人文、城市
与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进而带动经济跨
越发展，让“美丽经济”闪耀常德。

尤其是近年来，常德提出着重做活“水”
文章和“大桃花源”文章；突出美丽经济建设，
把常德城打造成“江河湖连通、城景一体”的
水城、 慢城， 争创“国家级旅游休闲示范城
市”；打好“南攻桃花源、北战壶瓶山、中取柳
叶湖”三大战役。 在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如今
穿行于常德城乡， 温柔水波与交相辉映的湖
湘美景随处可见。

毋庸置疑，水是最美的“常德名片”，但常
德之美不只有水。 为拓展美丽经济指数，常德

坚持绿色发展，以“亲亲常德，浪漫之城”为主
题定位，不断书写常德旅游新篇章。 比如，以
桃花源为龙头、柳叶湖为中心，集“吃、住、行、
娱、购、游”六大旅游功能要素，打造“大桃花
源”品牌；以“茶山花海·天上街市”“高山梦幻
滑雪”等项目拉动，辐射出全域旅游大格局。

此外， 常德把文化旅游的内涵融入产业
经济，建成了柳叶湖环湖景观、江南风光带、
武陵阁步行城、芦荻山大道、“三馆三中心”等
城市新亮点；把历史文脉融入城市空间，大力
推进老西门、穿紫河风光带、“一江两岸、诗画
长城”等项目建设，使穿紫河成为了流淌文化
的河。 在建设“一江两岸、诗画长城”过程中，
市城区以防洪大堤为载体， 以诗词书画为表
现形式，正在形成江北“中国常德诗墙”、江南
“中国常德画壁”诗画交相辉映的美丽景象。

不论是以“水”为主的休闲游，还是融入
文化的内涵游，常德美丽经济正全面发展，也
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美丽经济”让常德发展
风生水起。

常德市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的新时期和快车道，常德旅游产业
应把握好历史发展新机遇， 发挥好全省旅游
“中心（长沙）龙头（张家界）两点一线”与张崀

桂旅游廊道交会枢纽的区位优势， 空间上聚
焦发力，格局上强势崛起，展现新作为，实现
新担当。

对于常德旅游的未来， 常德市旅游外事
侨务局局长伍彩霞信心满满：“全域皆为‘桃
花源’, 常德的目标就是打造以休闲为特色的
理想生活城市。‘十三五’总体发展思路是打
响‘世外桃源’旅游品牌，塑造‘亲亲常德’旅
游形象，构建国内外知名的‘全域桃花源’旅
游目的地，将旅游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
现代服务业率先发展的龙头产业和惠及民生
的幸福产业。 ”

常德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已来，应
对准备的关键时期已到。 常德旅游产业按照
“大产业、大跨越”的理念，紧紧盯住“两个千
亿”的发展目标（“两个千亿”即到 2021 年，实
现旅游总投资过千亿和旅游年总收入过千
亿），在“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宏伟蓝图和
征程中牢牢锁定三大方向，腾飞推进。

在常德，一幅幅蕴含着“梦里水乡、世外
桃源”厚重文化的美丽画卷，正向世人舒展开
来。“城景一体、全城 5A”的大常德，开放、时
尚，与现代城市完美结合的“大桃花源”翘首
期盼君归来。

风景优美的柳叶湖、“湖南屋脊”壶瓶山、茶
禅祖庭夹山寺、引人神往的西洞庭湖湿地……
常德不乏好山好水。 经过近几年的打造，城头
山、穿紫河风光带、老西门、德国风情街、常德河
街、柳叶湖环湖景观等接连亮相，正成为常德旅
游新亮点。 以桃花源景区为代表，常德全域旅
游蓄势待发。

沿着沅水拐一个弯， 来到融合江南风情
的独特气韵、展现陶渊明隐世文化的大型人文
主题文化旅游项目———桃花源古镇，品民俗美
食，观民俗表演，并与地道的台湾表演团队热情
互动；而走进澧县城头山旅游景区，观看一场
“梦回城头山”的情景剧表演，瞬间穿越七千年，
领略到“中国第一城”的厚重与神秘；步入石门
夹山，喝一碗禅茶，听一曲禅乐，撞一下禅钟，感
受禅的平和与自在；而在花岩溪农家小院，一碗
碗土钵子菜、爆炒肥肠，诱人的常德米粉，将全
域旅游的气氛渲染得暖暖的、浓浓的、香香的，
勾起人们对家的留恋。

是的，常德就是这个味。 常德的亲切，在软
糯韵味的“德语”里，在津市清晨那热气蒸腾的
炖粉和早酒里，在花岩溪隆重的“擂茶 38 式”
和钵子越多越热情的“一宴九鼎”里；常德的浪
漫， 在白马湖公园染红半边天际的音乐喷泉

里，在中国维吾尔族“第二故乡”枫树维回乡的
枫林花海里， 在德国小镇的汉诺威异域风情
里，在柳叶湖畔七里桥的爱情岛里……她骨子
里透出来的美丽、热情、慵懒、浪漫、亲切、好
客，构成了她作为洞庭明珠、未来国际知名旅
游目的地的独特城市品格和风情。

“把发展旅游业作为培育壮大美丽经济的
重要抓手，推动常德旅游从‘点上旅游’向‘全域
旅游’转变，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跨越”。
常德市委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
施旅游战略性产业三年攻坚行动，加快“一城三
区”旅游项目建设，推进全域旅游，探索“旅游
+”发展模式。 同时，常德市委、市政府还把创建
国家级旅游品牌，建设旅游目的地作为“十三
五”期间，举全市之力，集中办好关乎全局发展、
惠及全市人民的“十件大事”之一来抓。

与此同时，常德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大
旅游、大产业、大发展”的思路，发展旅游产业，
打造美丽经济，让美丽变成财富，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通过在常德举办各类大型旅游节庆
活动来带动人气大聚集，打造了旅游目的地新
气质。

2015 年， 常德欢乐水世界一炮打响；
2016 年，炒热了常德河街、德国风情街、穿

紫河风光带、老西门休闲街区、城头山景区；
2017 年， 全新开园桃花源惊艳亮相；2018
年，柳叶湖华侨城卡乐世界主题公园令人期
待。

5年来， 常德坚持举办旅游节庆活动，有
效集聚了常德旅游人气，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截至目前，旅游节期间推
出的系列城市旅游产品依然深受市场好评，
已经累计接待游客 80 多万人次。 2013 年起
连续三年举办乡村游年系列活动， 年均推出
精品乡村旅游线路 20 多条，开通乡村旅游周
末直通车 80 多趟次，直接拉动乡村旅游游客
100 万人次以上， 带动当地农民人均增收
5000元以上。

全域旅游，全民活动。 让我们相约“亲亲
常德 浪漫之城”，从“探春、乐夏、寻秋、养冬”
的乡村旅游年活动中，去感受这座“桃花源里
的城市”的山水韵致、田园风光；在欢乐水世
界的飞溅水花中，柳叶湖畔的荧光夜跑、国际
马拉松赛和沙滩公园啤酒音乐节中， 去感受
这个休闲旅游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乘上穿紫
河上的水上巴士，感受常德旅游节的时尚，水
乡的浪漫，领略德国小镇的日耳曼韵味、大小
河街风情……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9 月）

171.03

215.75

276.09
318

255.12

5 年来，常德旅游业收入汇总(共计1236亿元)

单位：亿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9 月）

2456.19
2979.54

3641.84
4048.9

3156.85

5 年来，常德接待游客量汇总(共计16283万人次)

单位：万人次

桃花源五柳湖风光。

柳叶湖长廊风情万种。

穿紫河穿城而过。

常德城区老西门的再现唤起了人们的乡愁。

航拍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貌。

司马楼风景。

柳
叶
湖
上
的
梦
幻
桃
花
岛
。

安乡大面积的荷花， 令游客们流连忘返。
周勇军 摄

常德桃花源大桥。

幸 福 之 城 桃花源里好休闲

转 型 升 级 大手笔建设“旅游强市”

融 合 引 领 “旅游 +”带动大发展

美 丽 经 济 打造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国内外游客年接待
量突破 1 亿人次

旅游年综合收入突
破 1000 亿元以上 ，
旅 游 总 投 资 突 破

1000 亿元

占 GDP 比重达到

12%以上

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级生
态旅游示范区、 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等国家级
旅游品牌

争创“国家级旅游休闲
示范城市 ”和 “中国国
际特色旅游目的地”

建设重大旅游项目 100 个；
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10%；旅
游带动就业占全市就业总数

的比重超过 10%

“十三五”，常德旅游发展目标汇总

确立“两个千亿”目标。 到 2021 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常德旅游外事侨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