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田育才

承办2018丝绸之路工商领导人峰会，举
办第十二届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成
为丝绸之路国际友好城市协作体首任轮值主
席城市，与日本滋贺县甲贺市建立友好城
市关系……秋冬时节，张家界市惊喜连连，收
获满满，“国际范儿”越来越足，境外客源市场
达117个国家和地区。

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改革开放40年来，
“三十而立”的张家界市，曾端着“旅游”这碗
饭先行先试，从“旅游立市”到“旅游大市”，从
“打开山门”到“开放崛起”，从“深闺山水”到
“璀璨明珠”，一土一木相续，一砖一瓦累积，
为改革开放镌刻下众多的探索印记。

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表示：“是改革开
放的暖暖春风， 催生了张家界， 发展了张家
界，成就了张家界。”

绝版风景誉中外

张家界，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天下谁
人不识君”，源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
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

很快，旅游的春风吹进三湘四水，穿过崇
山峻岭，吹到了武陵山脉中的大庸县。

1979年9月，湖南省委、省政府委派考察
团抵达大庸县考察旅游开发事宜， 张家界市
的旅游业终于迎来了契机。

1979年10月，画家吴冠中到湘西采风，被
张家界林场的风光深深吸引， 写下游记散文
《养在深闺人未识》，发表在1980年元旦的《湖
南日报》上。

1988年8月15日， 国务院批复成立大庸
市，总人口只有134万人，总面积9516平方公
里。当时，这里还是一个粮食尚不能自给、占
总人口90%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的
贫困山区。

从1988年建市时确立“旅游立市”，到
1994年由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从建市之
初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 再到

2017年提出“对标提质、旅游强市”……张家
界市始终围绕“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目
标，打响品牌、打造精品，先后摘获全球首批
世界地质公园、世界“张家界地貌”命名地、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
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 中国第一个国家森
林公园、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风
景区等多项殊荣， 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世界
知名旅游地。

绝版风景，享誉中外。通过改革开放，
张家界市接待游客人数从建市之初54.7万
人次增加到去年7335.8万人次， 增长133倍
多； 旅游总收入从2491万元增加到623.8亿
元，增长2500多倍。令人振奋的还有国际市
场持续攀升 ,2017年， 张家界市入境游客达
365万人次。

张家界市长刘革安认为， 张家界市旅游
发展树立了内陆偏远地区开拓现代旅游的精
彩典范， 是40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
和旅游蓬勃发展的生动剪影。未来，张家界市
将围绕做精做美全域旅游， 推动新一轮大改
革、大开放和大发展，加快建设国内外知名旅
游胜地。

对标提质换新颜

“这是我前几天用手机拍摄的南门口。40
年前，我也是在同样的位置，用相机拍摄过南
门口！”见证张家界巨变的摄影师龚建军一边
发出感慨，一边拿出他40年前拍摄的老照片。

发黄的老照片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
南门口，低矮的平房、泥泞的土路，河对面是
一片荒芜的农田。如今，照片里低矮的平房
被新修的高楼代替，泥泞的土路被双向四车
道的滨水环线和四季有景的滨河风光带替
代。

由贫困小县城发展起来的张家界市，经
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旅游城市雏形日渐清晰。

在张家界市城市规划馆， 记者看到张家
界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图， 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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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中
心城区范围、城区用地规模、城区人口规模

等不断扩大。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张家界市围绕创建

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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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面貌发生了质的飞跃。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对内，升级主次干
道，拉通滨水环线，重建澧水大桥，建设城市
高架，城市骨架不断拓展；完善地下网管，建
设公园绿地，提质农贸市场，城市精致度有
效提高。对外，荷花国际机场开通国内航线
30余条、国际航线10多条，航空口岸实现72
小时入境免签；张吉怀、黔张常铁路在张家
界市形成“十字枢纽”，张花、张桑、慈安、宜
张、桑龙等高速公路陆续建成、建设和立项，
高速“六向六射”雏形已现，旅游可进入性大
幅提升。

2017年3月，张家界市提出“对标提质、
旅游强市”战略，国内对标桂林、黄山、九寨
沟，国际对标瑞士的达沃斯、美国的奥兰多、
泰国的芭提雅。

向国际化城市迈进， 成为张家界市的新
追求。如今，张家界高铁站、大庸古城、张家界
丝路荷花国际文化旅游城、 武陵山大道……
一大批涵盖交通畅达、文化生态、休闲度假的
重点项目，均按国际化标准设计建设。

“楼高了，路宽了，街净了，景美了！”城郭
楼宇、路桥霓虹、广场园林，处处见证着张家
界市的华丽蝶变。

生态、发展两不误

青山环绕 ，绿树成荫 。来到张家界市
天门山下双峡村 ， 一派诗画江南的好风
光。

“以前这里植被毁坏，山体遭损，矿渣遍
地，触目惊心。”双峡村党支部书记何国红告
诉记者，看到如今美丽的双峡村，你一定想不
到它当年的模样。

上世纪90年代， 由于村里镍钼矿产资源
丰富，一度引来村民争相开采，高峰时期天门
山被挖了大大小小1000多个矿坑矿洞， 可谓

“千疮百孔”。
随着天门山景区发展，当年一起开矿的

村民，在政府引导下，大多转行向生态要红
利。

把“美丽资源”变成“美丽经济”，双峡
村的绿色崛起， 印证的正是生态优势的经
济效益。这种绿色发展方式，追求的是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 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
的相互协调。

绿色是张家界市最鲜明的底色，生态是
张家界市最宝贵的财富。 面对发展和保护
的冲突，40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张家界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思想，坚持“保护第一、永续利用”，高度重
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 在生态方面
创造了多个全国、全省第一：2004年国家生
态市创建工作为全国首创，2005年起每年

向人大报告环保工作在全国首开先河 ，
2016年出台全省市州首部城镇绿化条例，
森林覆盖率排名全省第一， 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全省前列， 地表水水质全部达到Ⅱ类
以上标准……

发展产业，张家界市既大胆，又小心。反
复衡量，在张家界高新区，定下生物医药、绿
色食品、旅游商品三大产业。每一项选择，环
境考量都摆在前列。“都说张家界是一座‘可
以呼吸到绿色’的城市，不能因为工业污染
破坏了这座城市！” 张家界高新区主要负责
人说。

生态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 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今年3月，张家界吹响生态文
明建设新号角，建设生态绿色张家界。于是，
在永定区苏木绰，旅游扶贫让绿水青山“流金
淌银”；在慈利县罗潭村，生态旅游引来游人
如织； 在武陵源区协合乡， 民宿经济蓬勃发
展；在桑植县刘家坪，红色文化风生水起……
一个个区县巧打“绿色牌”，把绿色生态张家
界建设落到实处。

绿色也在回赠张家界,使之走向高质量发
展之路。杨家界的峰墙、茅岩河的漂流、江垭
的温泉疗养、八大公山的原始森林……今年1
至10月，张家界共接待游客7803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651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0.2%、
23.9%。手捧“绿金”的张家界人，正努力让良
好生态环境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支撑、 展现
美丽形象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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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闺走向世界
———张家界市以旅游推动发展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黄礼

11月的长沙寒意渐起，但率团来湘出席
“湘滋结好35周年庆典” 的日本滋贺县知事
三日月大造却感暖意融融：

“35年前，我们以湖水为纽带，牵手成
为朋友；35年来，彼此相知相许，结下了深
厚友谊；愿这份友谊源远流长，持续造福
两地人民。”

湖南的“母亲湖”洞庭湖与日本的“生命
之湖”琵琶湖，共同见证了湖南与日本滋贺
30余载的友好交往。这份因湖结缘的深厚友
情，仍在延续。

以湖为“媒”，开启湖南与日本
友好交往新篇章

中国湖南省有湖，名曰洞庭：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容纳四水，吞吐长江。日本滋贺县
有湖，形似琵琶：静如平镜，动若落珠，田园
相依，市町相拥。同样拥有一方黄金水域的
湖南、滋贺两省县，成为了相伴走过30余载
的“老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一家名为滋贺贸
易的日本企业在洞庭湖周边地区采购苎麻
做原材料。 企业负责人细谷卓尔参观了湖
南的“潇湘八景”后，发现与家乡琵琶湖的

“近江八景”有共通之处。于是，细谷卓尔向
滋贺县政府部门提出“与湖南交朋友”的建
议。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的穿针引线下， 湖南外事部门积极
推动，1981年下半年，湖南省与滋贺县开始

“谈恋爱”。
“谈恋爱”期间，两省县的人员往来十分

密切。 湖南派出22名研修生赴日本研修学
习，滋贺县的政界、经济界和日中民间友好
团体等也经常来湖南参观访问。

走动得越频繁，了解得越深入。
滋贺这片土地跟湖南有着太多的相似

之处：同样是内陆省份，交通便利，通江达
海，贯通南北；同样有着悠久璀璨的历史文
明，人才辈出；同样有着雄厚的农业基础、崛
起的工业和服务业……

最重要的是， 作为日本第一大淡水湖，
琵琶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污染严重,经综
合治理水质明显改善。而滋贺县在琵琶湖的
治理过程中， 总结出的关于公民环保教育、
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湖南学习
借鉴。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沟通和对接，1983年
3月，双方正式签署缔结友好关系议定书。

因为双方“联姻”是以湖为“媒”，日方便
别出心裁地将签字仪式安排在了琵琶湖中
一艘名叫“密西根”号的游览船上。3月25日，
双方签署缔结友好关系议定书，开启了两省
县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以湖为友，水资源保护利用
领域找到“共同语言”

以湖为友，两省县在水资源的研究与利
用和环保领域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作为全球水生态治理的范本，日本在治
理琵琶湖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综合治理
措施，如在上游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中
游疏浚河道，减少污染；下游重点节约用水；
湖周围加强水质检测，防止环境污染，治山、
治水与造林相结合， 让湖泊得以休养生息。
尤其在污水治理方面，早在1972年，滋贺县
就制定了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 全县409个
村落也全部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农业灌
溉排水的循环利用。

这些经验都是湖南“取经”的样本。2013
年湘滋两省县结好30周年之时，湖南与日本
签署了“湖南省和滋贺县环保领域合作协议
书”， 相关部门签署两省县污水处理领域技
术合作备忘录。2015年， 湖南与滋贺签订友
好交流与水环境领域产业振兴的合作备忘
录。 亚欧水资源研究和利用合作中心提出，
将洞庭湖区生态村镇及环保农业的相关技
术作为中日合作的项目内容，得到了滋贺县
方面的积极响应。

2015年4月， 滋贺县琵琶湖环境科学研
究中心副中心长青木幸一等6名环保型农
业、水土保持、鱼类、农村规划领域日本专家
造访湖南，中日专家一同深入湖区，为洞庭
湖治理“把脉问诊”。

雨水用来灌溉、冲厕所，生活污水就
地生态处理，利用无人机、无人船监测水
质……如今， 借鉴日本专家开出的治湖

“药方”，我省已在岳阳、益阳和常德等地
选择了3个示范点， 分别进行就地净化农
田面源污染、雨水综合资源化利用、湖区
精准农业的试点工作。项目示范点———沅
江三眼塘村在全村集中居住工程的规划
设计初期阶段引入生态村镇概念，将日本
的生态村镇建设技术吸收、消化、再创新，
取得明显成效。

以湖为桥，友谊的种子遍地
开花结果

35年里，湘滋高层互访不断，民间往来
日益频繁。洞庭湖边、琵琶湖畔，友谊的种子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88年， 湖南省与日本滋贺县结好5周
年之际，经双方商定，两省县深化研修生互
派工作。迄今为止，滋贺县共接收我省技术
研修生200余人，涉及机械、医疗卫生、环保、
农林、旅游、IT等多个领域。同样，20余名来
自滋贺的研修生在湖南潜心研学。

1998年，滋贺县平和堂株式会社投资的
湖南平和堂商场正式开业，入湘20年逐渐成
长为湖南人民最喜欢的百货商场之一，也是
湖南和滋贺友好交往的结晶。

2003年至2008年间， 湖南与滋贺共同
实施了“小渊基金”———“吉首市峒河生态造
林示范工程”项目。该项目共申请小渊基金
无偿援助约4000万日元，造林面积达400多
公顷。

在今年的湘滋结好35周年庆典开幕式
上，双方共同签署了《湖南省与滋贺县友好
交流备忘录》，明确将推动经贸、科技、教育、
文化、旅游、环保等多领域交流。

湖南不仅与滋贺“甜蜜交往”，也吸引了
其他日本“小伙伴”与湖南交朋友。从1982年
起， 湖南已与日本缔结了11对友好城市关
系。 其中， 湖南省先后于1983年与滋贺县、
2011年与德岛县结为省级友好城市关系，此
外，还有长沙市与鹿儿岛市、岳阳市与沼津
市、湘潭市与彦根市、常德市与东近江市等9
对市（县）级友好城市关系。滋贺县日中友好
协会等一批促进两省县交往的民间团体也
相继成立， 民间交往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多
年来，花鼓戏、武术、民族舞等“湖南元素”也
一次次跨越友谊之桥，让更多日本人感受湖
湘文化的深厚底蕴。

一次次牵手， 让彼此的心越靠越近。
2017年，湖南对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7.8
亿美元，同比增长38.13%。同时，湘企积极赴
日投资，截至今年9月，共有12家湘企在日本
开展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贸易等
领域。

农业、科技、经济、教育、文化……湘滋
结好35周年是一个新起点，相信未来，湖南
与滋贺、与日本将携手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唐耀东 潘芳）昨天，记者从双牌县委宣
传部获悉， 该县从文化事业建设费中安排
113万余元，将2019年度《人民日报》《求是》
《湖南日报》《新湘评论》《永州日报》等“三报
两刊”纳入县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范围，由
政府统一采购。

双牌历届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每年都按时保量完成《人民日报》《求
是》《湖南日报》等主要党报党刊的发行任务。

双牌县底子差、财力弱，但该县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 把征订党报党刊摆在十分重要的
位置，不但政府统一采购，而且还实现主要党
报党刊全覆盖。该县党报党刊发行范围为全县

处级以上干部,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
单位的科（股）、室（所），国有企业的科（股）室、
车间，城镇党支部、农村乡一级党委，各中小学
校，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系统的基层单位及其
他垂直管理行业系统基层单位的党组织,以及
规模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部分新社会组
织的党组织， 农村党支部和城镇主要街道、中
心广场、居民小区、图书馆、文化馆、公园、医
院、宾馆、银行、保险公司、公共文化服务场所
以及车站候车厅等室内外公共场所。

双牌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唐俊说：
“党报党刊不仅要发行好， 而且要阅读好，县
里要建设读报设施，打造报刊文化阵地，把党
和政府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杨雄春）12月11日一大清早，蓝山县塔
峰镇八甲村，63岁的老党员邓乐幸忙着在老
宅基地上新开的菜地里种油菜苗。“《湖南日
报》办得越来越好。”一垄油菜种完，老邓站起
身动情地说，“拆除空心房，复垦种油菜，老地
开新花，好看又实用，这些都是从《湖南日报》
上学来的。”

邓乐幸的新菜园原来是一栋老祖屋，一
家人早几年搬进了新房，老房子年久失修，渐
成危房。“报纸上天天讲乡村振兴， 党员要起
带头作用。”邓乐幸有一个爱好，每天茶余饭
后，都要在村里的农家书屋翻一翻最新的《湖
南日报》。去年以来，《湖南日报》开设“精准扶

贫在三湘”专栏，刊登了一系列脱贫增收和乡
村振兴的报道，老邓对每一篇报道认真阅读，
深受启发。清明节期间，八甲村规划美丽乡村
建设， 他第一个向村党支部提出拆空心房申
请。邓乐幸的老房子原来紧邻村道，拆除空心
房后，村道向外拓宽1米多。

“我们用党报党刊宣传乡村振兴，加快了
村里拆空心房的速度。”八甲村党支部书记熊
学章介绍，今年，全村组织拆除空心房73栋共
6000多平方米，实施房屋立面改造110栋，并
对腾出的宅基地复垦后围上篱笆，播种油菜，
建起生态小游园。

近期， 蓝山县已有200多个村党支部主
动订阅2019年的《湖南日报》等党报党刊。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王颖 胡鄂南 ） 记者今天从长沙边
检站获悉，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和湖南省
公安边防总队的批复，12月7日， 长沙边检
站正式启用4条出境边检自助查验通道，标
志着长沙航空口岸迈入出入境均可自助通
关时代。此前，长沙航空口岸只有入境可自
助通关。

据了解， 自2015年8月先行启用入境自
助通关设备以来， 长沙航空口岸累计有118
万人次旅客自助通关。其中2018年入境自助
通关的人数已达59.2万人次， 占入境旅客一

半以上，而持中国护照入境的内地居民中，有
近69%享受了自助通关便利。

目前，长沙口岸对于持电子普通护照、卡
式《往来港澳通行证》、卡式《往来台湾通行
证》的中国公民，以及在边检机关进行过自助
查验备案，采集过面像、指纹信息，并被边检
机关批准的持其他证件的旅客， 均可使用出
入境边检自助查验通道通关。

边检部门提醒， 每条自助通道查验系统
每次仅允许通行一人， 行动不便人员、7周岁
以下的儿童、身高在1.2米以下及携带行李过
多的旅客，请选择人工通道通行。

涉外故事 湖湘名片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办

� � � � 以湖为“媒”，以湖为友，湖南与日本友好交往30
余载———

两湖见证 深情厚谊

切实抓好党报党刊发行

双牌:政府采购“三报两刊”惠民

蓝山200多个村党支部主动订阅党报党刊

“《湖南日报》办得越来越好”

长沙航空口岸启用4条出境自助通道

� � � �张家界城市全景。（资料图片） 邵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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