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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理铜

“精明增长”是一种新型城市发展理念，其主
要内容是遏制城市无序蔓延和侵占农地、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防治大气污染，有效治理“城市病”。
湖南城市发展过程中亦存在一定程度的无序扩
展，亟须转向推进城市“精明增长”。

1． 优化城市土地利用。 根据城镇化发展规
律， 科学预测城镇化进入稳定期后的城市人口
规模，按照国家城市规划用地标准，确定城市建
设用地总量。 限定城市开发容量，规划城市增长

的空间界限，尽量少占生态空间和自然资源。 重
点开发闲置土地、城中村，对现有低效利用土地
进行再开发， 把城市增长限制在城市增长边界
范围内。

2．完善公共交通和低速交通体系。 发展多层
次公交。 在大城市组团之间加快以轨道交通为代
表的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对现有公交
体系进行快速化改造，在城市主干道上建设BRT
快速公共交通系统； 在大城市组团内部开通穿梭
巴士，深入到每个街道、社区；推行小汽车牌照有
偿有限期使用，采取拍卖的方式进行市场化配置，

把收取的小汽车牌照使用费全部投入到公共交通
体系建设；重构低速交通体系，保障非机动交通路
权，鼓励市民近距离依靠步行和自行车出行，规范
发展共享单车。

3．城市实现组团内部住、工、商等功能协调
发展。 引导城市功能混合, 更好地实现居住、工
作、商业等多功能一体化 ,把城市建设成以人为
尺度的宜居城市， 严禁旧城改造郊区化发展倾
向。 避免因居住地和工作地的长距离分离催生
更多私家车和其他交通需求。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

陈满雄

发展全域旅游是新时代推动农业产业升
级、实施扶贫攻坚、建设美丽山水家园的重要举
措。 在现有基础上，推动全域旅游换挡升级需要
做到“五个突出”。

突出资源全域拓展，从“景点、景区”向“景线、
景域”发展转变。从传统旅游景观资源向环境资源、
文化资源、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源全域挖掘，实现“景
观”向“环境”提升。 打破以观光要素为主体的传统

旅游发展观念，向“吃住行游购娱”传统六要素和
“商养学闲情奇”现代六要素并行的全域发展转变。

突出空间全域规划，从“单体规划”向“整体
规划”发展转变。 按照“区域联合、资源整合、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发旅游产品。

突出实施全域推进 ，从 “景区资源开发 ”向
“景区资源开发与配套升级、 景区资源融合”发
展转变。 把更多投入放到景区配套建设，注重重
点景区之间以及重点景区与非重点景区融合 。
建议每年旅游节，重点围绕精品旅游线路，有计

划 、针对性地解决补 （补缺 ）、连 （连通 ）、提 （提
升）、营（营销）问题。

突出产业全域融合，从“门票经济”向“产业
经济”发展转变。 推动旅游要素产业化，优势产
业旅游化，构建产旅融合新体系。

突出推动全域统筹，从“旅游部门推动”向“全
社会推动”发展转变。 构建新型大区域旅游管理机
制，推进旅游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立，探索“产业基
金+PPP+资产证券化+政府购买服务”开发模式。

（作者单位：郴州市委党校）

张家界市永定区委书记 祝云武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 体现永定的
新担当，实现永定的新作为 ，就应当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大力实施“旅游带动、绿
色崛起”战略，以“五个全域 ”加速推
进全域旅游，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供给侧
改革， 在全域布局中加快推进绿色
崛起。不断优化旅游资源配置，扩大
旅游优质增量供给 ， 提升旅游发展
质量和效益。以国际视野、世界级标
准打造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核心服
务区 ；以天门山 、茅岩河 、“苏木绰 ”
为核心，提升旅游核心品牌影响力 、
核心竞争力 ； 加快出台乡村振兴举
措，建设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 ，以点
连线汇面，扩大旅游辐射半径 ，引导
群众参与旅游脱贫致富。

坚持新发展理念 ， 突出地域性
优势 ， 在全域融合中加快推进绿色
崛起。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绿色崛起的着力点放在全域融合
上 ，通过 “旅游+ ”和 “+旅游 ”，发展
永定的特色产业 ：培育壮大茅岩莓 、
大鲵、七星椒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等六大产业 ， 打造高品质旅游演艺

产品，持续做大做强 “苏木绰 ”、元宵
灯会 、土家族 “六月六 ”民俗文化狂
欢节等活动 ， 培育壮大电子商务平
台 ，实现 “旅游 ”与文化 、农业 、商贸
等产业深度融合。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 完善基础
设施服务 ， 在全域完善中加快推进
绿色崛起。连同全区所有乡镇、景区
二级以上公路 ， 使得群众脱贫致富
的道路更畅达 ；开辟 “苏木绰 ”旅游
新通道 ， 积极推进张家界旅游观光
磁浮专线 ， 形成景城一体快速大通
道 ；加快建设水 、电 、气 、讯 、文 、教 、
卫 、 体等重点工程和农村综合服务
平台 ， 不断提升全区的农村产业发
展 、 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

推进绿色共建共享，抓好生态综
合治理，在全域覆盖中加快推进绿色
崛起。 推进“六城同创”和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 ，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 加快国内外知名旅游城市建设，
强化基础，提升功能，形成活力，凸显
永定品质；实施农村建房、农村集镇、
旅游干线、环境 “6+1”四大专项整治
行动，实现人居美 、环境美 、生态美 、
乡风美，使绿水青山成为群众脱贫致
富的金山银山。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增加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 ， 在全域富民中加快
推进绿色崛起 。 以更高质量和更充
分的就业创业 ， 提高和保障改善民
生水平 ，实施景区带村 、能人带户 、
个人创业脱贫致富行动计划 。 开展
“百企联村 ”行动 ，打造 “一乡一业 、
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 ；实施 “致富能
人（合作社）带贫困群众 ”行动 ，探索
“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
股东 ”旅游发展模式 ，增加贫困村 、
贫困户资产收益 ；实施 “贫困户创业
脱贫致富 ”行动 ，每年评选表彰 “百
户勤劳脱贫致富家庭 ”，鼓励 、扶持
发展“农家乐 ”、特色民宿等新业态 ，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
现决胜脱贫攻坚 ， 实现永定绿色崛
起。

毛建国

天猫淘宝总成交额达1682亿元，京东商城累
计下单金额超过1271亿元……刚刚过去的 “双
11”又一次刷新纪录。 这两天，身边许多人的朋友
圈开始纷纷晒起了收单情况，消费者的购物满意
度引发关注。

11月11日24点刚过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分析
“双11”的成交额，这当然很重要。 从人们买得最
多的商品到商家卖得最好的商品，人们可以看出
消费者的“双重转变”：一是注重商品量的满足转
向质的提升；二是有形物质商品转向更多服务型
产品。 弥补转变中供给和需求层面出现的一些

“逆差”，将成为未来满足消费升级的重要方面。
不过，除此之外，相对于成交额，同样值得关

注的是消费满意度。 消费满意度决定着“双11”这
个消费狂欢节能走多远、能走多久。

今年“双11”的繁荣，不能掩盖越来越明显的服
务问题。 比如营销模式复杂，陷阱不少，制假售假，
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等等， 依然未得到根本性解
决。 从消费满意度出发，理想的“双11”不只有更丰
富的商品、更低的价格，还应该有更好保障，更个性
化、多元化、差异化的消费服务。 看起来今年“双11”
的成交量不错， 但只有解决消费领域这些难点问
题，才能交出更漂亮的答卷。

当然，令人欣慰的是 ，今年 “双11”各方都在

积极解决问题。 电商围绕假成交、假打折、假商品
等问题，表明了态度，推出了举措。 有关方面及时
约谈电商， 强化平台责任， 体现了外部的推力。
“双11”能够走到今天，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
这种自律和他律的结合，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为
进一步解决消费满意度问题传递了希望。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这在电商发展、在“双11”这个消
费时点，同样纤毫毕现。 在消费升级的当下，能不
能推动服务升级，提升消费满意度，已然提出了
现实要求。 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各方仍须努
力。

推动城市建设转向“精明增长”

以“五个突出”推动全域旅游升级换挡

“双11”狂欢过后，消费满意度值得关注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金点子

加速绿色崛起
决胜脱贫攻坚

新声

� � � �祝云武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