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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地处我国中西部的湘西北边陲，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地区、武陵山区、生态功能区、知名旅游区于一身。

改革开放以来，张家界因旅游而建、因旅游而兴，先后获得了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世界“张家界地貌”命名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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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旅游景区等多项殊荣，成长为享誉中外的世界知名旅游地，树立了内陆偏远地区开拓现

代旅游的精彩典范，记载了 40 年来中国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画面。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中共张家界市委 联合调研组

———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张家界样本”

40 年来，张家界旅游发展以后来者奋起勃发，其兴盛的秘诀在于全市上下不断求索创新的精神。 正是在这一
精神的推动下，张家界为旅游业发展贡献优秀的创新智慧，提供了可供世界旅游业发展借鉴的中国案例。

上世纪 70 年代，张家界还是个小小的国营林场。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催生下，张家界快速崛起为一颗璀璨的山水明
珠、世界级旅游瑰宝。 张家界旅游从无人知晓到名扬四海，经历了“立园建市、旅游兴市、转型强市”三个历史阶段。

一、旅游胜地的崛起 打造山水旅游的“全球名片”

（一）因旅游建市，开启现代旅游城市建设（1979—1994年）
改革开放之初，大庸张家界林场仍然被当地人称“山高

水冷石头多，不是过溪就爬坡”。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张家界写
生，惊叹张家界景色之美，因此在《湖南日报》发表《养在深闺
人未识———失落的风景明珠》轰动一时。

而真正转变观念，把旅游业从被视为“资产阶级游山玩
水” 解放出来， 倡导大力发展旅游业， 还是改革开放之后。
1979 年， 湖南省与林业部先后派出专家小组考察张家界国
营林场，认为张家界旅游资源大有开发价值，有进入世界一
流景区的潜力。 1982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第一个国家森
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由此肇
始。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大庸县撤县建市。 1988年，国务
院同意将原大庸市升级为地级市。 1989年以来，大庸市提出
“初步建成国际旅游新城”的目标。 1994年，国务院批准将大
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从成立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到建立第
一个旅游开放为主的地级市，张家界在不断摸索前进中开启
了现代旅游城市发展的崭新阶段。

（二）以旅游兴市，推动旅游业快速发展（1995—2011年）
张家界市建立后，坚持以旅游业为龙头，立足优势资源，

实行综合开发的发展思路愈加清晰坚定，旅游成为张家界立
市之基、兴市之本。 1995 年 3 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

民同志视察张家界，并亲笔题词：“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
知名的旅游胜地”，为张家界发展指明了方向目标。 1999 年
张家界进一步明确“发展经济必须以旅游为突破口，以旅游
业为支柱产业，实施旅游带动战略”，从此确立了旅游业在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此后数届党委政府以建设国
内外知名旅游胜地为目标，逐步把张家界建成湖南旅游龙头
和全国旅游产业大市。 连续十余年，张家界成为全国旅游的
兴奋点，知名度和影响力快速提升，旅游人次大幅增长，旅游
收入不断增加。 到 2012 年， 全市各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3590万人次，跻身于全国知名旅游区的前列。

（三）促转型强市，谋划国际旅游胜地梦（2012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推动旅游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2013

年张家界提出了“提质张家界、打造升级版”战略和“1656”行
动计划，并深化为“一战略七行动”。 2017 年张家界提出了
“对标提质、旅游强市”战略和“11567”发展思路。一系列符合
张家界历史阶段的发展战略和总体思路，有力指导和推动了
全市旅游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7 年，张家界旅游接待人次与旅游总收入再创新高，
达到 7336万人次、624 亿元，两项指标连续五年保持 20%左
右的高位高速增长。在全国同类型景区和旅游目的地城市中
稳坐“头把交椅”，创造了中国现代旅游发展史的传奇。

（一）超前谋划、出奇制胜的产品创新
旅游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张家界在做好传统观光旅游产

品的基础上，先后开发了中国第一条旅游漂流，打造了世界
首台高山峡谷音乐实景剧， 建设了独占 10 项世界第一的张
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等世界级的旅游产品。 同时，探险游、温泉
游、乡村游、赏雪游、亲子游等一系列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在
张家界别开生面， 蓬勃发展。 全市已开发各类景区景点 300
多个，其中国家等级旅游区 21 家，中国旅游演艺之都、世界
户外天堂、世界极限运动胜地、休闲康养度假胜地等旅游新
品牌新形象日渐清晰闪亮。

（二）推陈出新、借势借力的营销创新
营销创新才能实现眼球效应、抓住游客的心。 为此，张家

界充分利用节事、政策、媒体、客源地“四大营销”载体，创新影
视、体育、文学、音乐等艺术营销，不断尝试营销创新，创造年
年有新意、月月有活动、天天有精彩的热点景区。 张家界国际
森林保护节、元宵灯会、黄龙音乐季、民族文化活动月、翼装
飞行世界锦标赛、国际诗歌旅游节等活动持续不断。 为石笋
“定海神针”投保 1 亿元、飞机穿越天门洞、《阿凡达》取景事
件、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铁锤砸玻璃等营销策划，成为经典
文化旅游的案例。

（三）靶向效应、自我革命的管理创新
没有好的管理，就没有旅游发展，旅游业做大做强依靠的

是科学化、制度化的管理。 张家界先后创下在全国第一个制定

旅游行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一个实施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第一
个推行“导游员国证化”等旅游行业的许多第一。连续十多年开
展“平安满意在张家界”旅游市场专项整治，持续打击不合理低
价、追客宰客、无证经营、违约失信等违法违规行为。 创新完善
“1+3+N”旅游现代治理机制，推进旅游综合执法模式改革，建
立张家界智慧旅游指挥调度中心，优化旅游监管和旅游执法快
速反应机制，构建“1+N+15”旅游维权服务圈，有效维护旅游
市场秩序，让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四）市场导向、多元开发的机制创新
张家界旅游早期开发基本上是政府出钱出力， 面临着

“既要靠旅游开发摆脱贫困,�又因贫困无力开发旅游”的矛盾
局面。 经过反复探索,�张家界找到了旅游资源所有权与经营
权分离的市场化之路,�以开放促开发， 找市场要黄金。 天门
山、黄龙洞、宝峰湖、土司城、茅岩河、九天洞、万福温泉和黄石
寨索道、天子山索道、十里画廊观光电车、百龙电梯、张家界大
峡谷玻璃桥等一大批景区景点和创新产品，在民间资本的投
资下，迅速开发建立起来。 开发主体的多元化，极大地丰富了
张家界旅游产品供给；强势民营旅游投资企业的介入和重大
旅游项目的启动，支撑起了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新架构。

（五）精耕细作、引领行业的标准创新
旅游行业作为新兴业态，急需要制定行业的各类标准。 张

家界着力推进旅游统计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设立城市旅游统
计研究院，为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00个旅游发展重
点城市、500个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提供旅游经济核算、
全域旅游测评验收、旅游业税收征管监测、旅游满意度测评、旅
游扶贫监测等统计解决方案。 编辑的《湖南省旅游经济综合动
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经济动态———张家界创建版》， 成为
全国 300 多个优秀旅游城市中唯一能按年度持续反映旅游
GDP、旅游业税收、旅游就业、旅游收入、旅游企业游客满意度
等情况的蓝本。创建制定的《旅游业分类》《旅游经济核算》两个
标准已确立为国家标准并颁布实施。

（六）舒心便捷、游客至上的服务创新
张家界注重旅游体验为核心，从游客渴望放松愉悦的旅游

心理角度出发，提升游客吃、住、行、游、娱的服务水平，让游客
从抵达到离开全程享受到高效优质的服务。 加大智慧旅游建
设， 加速提高张家界旅游业的科技含量，“智慧景区”“智慧酒
店”“智慧餐饮”“智慧零售”等全面普及，2013年张家界获得国
家智慧旅游奖。 开发全国第一个全域旅游信息化管理系统“全
域通”信息管理系统，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和在线投
诉等“一条龙”线上服务。在全国率先建立市人民政府游客中心
体系，构建由门店系统、交通物流系统、网络平台系统、规范标
准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 O2O旅游服务新模式。 推出“10分钟
景区应急救援机制”，向游客承诺“你不下山，我不下班”，做到
“有问必答、有难必帮、有诉必果”。

从深闺山水到璀璨明珠

二、创新源地的勃发 贡献旅游业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

（一）当好龙头：从“景城一体”到全域旅游
作为最早提出“景城一体”和“全域旅游”的张家界，通过

探索景区和城镇一体化发展理念， 积极倡导和推进“全域旅
游”，走出了一条新型旅游城市发展之路。

为加强景城一体建设，张家界进一步增强城市旅游功能，加
快市中心城区澧水两岸滨河岸景空间建设，一批集娱乐休闲、商
务办公、住宿购物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逐步形成，城市面
貌日益景区化、具有“国际范”，朝着建设畅达、休闲、生态、智慧、
文明“五城一体”的国际精品旅游城市大踏步迈进。

同时，张家界突出全地域规划，按照“三星拱月、月照三
星”发展思路，推进旅游产业布局，注重差异化、品质化发展。
全域旅游，让张家界发展走上了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驶入了
“高速路”。

（二）引领带动：从湘西地区到武陵山片区
作为“锦绣潇湘”全域旅游的龙头，张家界日益彰显旅游

发展的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 呈现从张家界到大湘西再辐射
周边武陵片山区的联动态势。 张家界旅游在成功开发经营湘
西凤凰古城，与黄龙洞景区共同发展，谱写了“龙凤神话”之

后， 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限制， 着力打造环张家界旅游经济
圈，建立张家界—湘西—怀化三市州旅游发展共同体，实现旅
游经济共赢发展，着力打造成全域旅游一体化“张吉怀模式”。
同时，张家界积极优化升级交通体系，围绕建设区域性旅游交
通枢纽城市，全面优化升级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网络，
启动建设了黔张常铁路和张吉怀高铁， 打通了连接贵阳、重
庆、桂林、宜昌、武汉、长沙等客源城市的高速公路，改（扩）建
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为推进中国武陵山旅游联盟打好基础。

（三）开放互动：从旅游合作到对外交流
作为全域旅游的龙头，张家界广泛参与国际旅游合作，完善

对外旅游宣传推广体系， 建立多语种旅游宣传推广网站和海外
推广机构，启动TDIS（目的地形象识别系统）建设，每年派出 20
多批次团队到境外旅游市场开展宣传促销和友好交流。 与此同
时，张家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加强与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机构）、行业协会、国家旅游局驻外办事处
等机构的密切联系，与十多个国际城市等在旅游、经贸、文化、农
业等方面进行深入友好交流， 使得张家界的国际开放度和美誉
度得到很大提升。

张家界，作为湖南经济发展不可多得的一张好牌，张家界积极发挥旅游龙头作用，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作出了
建设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重大战略决策，努力把张家界这块旅游胜地打造成为引领发展的高地。

三、发展高地的担当 舞起“锦绣潇湘”全域旅游的龙头

（一）建设景区景点，贫瘠山区成“聚宝盆”
张家界把西线桑植旅游作为旅游扶贫主战场， 鼓励和规

范有市场潜力的贫困村开发旅游新景点、新产品，鼓励贫困群
众把土地、山场等租给合作社或企业发展旅游，把贫困户自有
资源折价入股，吸纳贫困群众在企业就业，使之成为拿土地租
金、分红股金和务工薪金的“三金”农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
休闲农业示范点等旅游脱贫产业项目， 将扶贫攻坚与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现代农业、山区综合开发相结合，一举盘活了
资源，农民实现了守着山林就可脱贫的历史夙愿。

（二）开发旅游线路，山沟古村成“好去处”
张家界坚持以制定完善旅游扶贫规划为切入点， 指导和

帮助贫困村设计、推广峰林峡谷、武陵民俗、沅澧山水等精品
旅游线路。充分利用丰富的古镇古村古民居和民俗旅游资源，
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古镇古村群落，让每
条线路特色突出、内容丰富，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 制定
《张家界市旅游扶贫精品线路导览图》， 通过 9 条跨武陵山片
区旅游精品线路、3条跨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12 条
域内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张家界美丽山水串联成线、成片。

（三）发展旅游商品，深山土货成“抢手货”
张家界大力开发旅游商品，促进旅游扶贫脱贫。建立张家

界旅游商品研发中心，加大对老字号商品、民族旅游商品开发
力度，推进大鲵、蔬菜等名优土特产精深加工，扶持开发民族
服饰、木雕等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发展特色种养
村、旅游商品特色村。引导贫困户加入鱼泉贡米、宝峰菜葛、天
子山剁辣椒、土家织锦等旅游农产品合作社。 建立“旅游 + 互
联网”乡村旅游平台，组织自驾车旅游者下乡开展“后备箱行
动”，采购优质生态农副产品、手工艺品、非遗文化产品，扩大
旅游商品消费。

（四）创造就业岗位，贫困村民成“上班族”
张家界通过旅游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使百姓“田间

地头做产业，唱着山歌搞旅游”。 一方面，通过多渠道引导就
业，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民从田间地头走进景区、酒店，转换成
了服务员、讲解员、保安员、保洁员、驾驶员、售货员、演员等
“10 大员新身份”。 另一方面，建立旅游、人社、扶贫、财政、商
粮、教育等部门及乡镇政府、驻村帮扶工作队合力推进的旅游
就业扶贫机制，大力实施雨露计划，开展旅游服务、实用人才
技术等系列培训，不断提高贫困村民劳动技能和自身素质。目
前，张家界有三分之一的贫困村、40％的贫困人口参与乡村旅
游扶贫，20 多万贫困群众从事旅游业， 每年因旅游扶贫脱贫
人数达 1万余人。

四、民生福地的探索 书写旅游扶贫的精彩华章
张家界属于湘西贫困山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为此，张家界坚持“一手抓旅游、一手抓扶贫，以旅游反哺农村”，使旅

游发展的成果惠及当地百姓，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

五、绿色宝地的实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典样本

（一）坚持生态优先，守住绿水青山
张家界始终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持

续利用”的方针和“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把“山上
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山下建设未来文化遗产”的理念贯穿
到域内所有建设活动之中，持续做好护山、护水、护河、护
林、护地、护天文章。 坚持实施环境保护议事制、环境保护
报告制、领导干部环境责任制、环保参与综合决策制“四
项制度”，要求全市各级人代会将环境保护报告与政府工
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报告等
一同提请人大代表审议。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在全市营造环境保护底线不可触碰的高压

氛围。
（二）坚持旅游融合，赢得金山银山
张家界坚定不移走“旅游产业为核心，多产业融合发展”

之路，广泛深入实施“旅游 +”战略。“旅游 + 农业”规模不断
壮大，“旅游 + 工业”结合更为紧密，“旅游 + 文化演艺”异军
突起，“旅游 +体育运动”惊艳世界。 2016 年，全市旅游业增
加值中，旅游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市第一、二、三
产业增加值的 8.34%、43.89%、61.71%，有力促进了全市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竞争力提升。

（三）坚持依法治旅，实现旅游善治
张家界始终坚持依法兴旅、依法治旅，推动旅游业矛

盾问题从突击“整治”走向依法“善治”。 2000 年，我国第一
部自然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
保护条例》出台。 2018 年，我国第一部全域旅游地方性法
规《张家界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出台。《张家界市全域旅
游促进条例》着眼于国际化发展目标，突出旅游规划的地
位，用规划引领全域旅游发展，强化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
功能的提升完善，以此促进张家界旅游产品及旅游服务质
量向国际化水准迈进。《条例》通过立法建立起相对稳定的
全域旅游综合协调管理体制，有力保障了全域旅游健康可
持续发展。

张家界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把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有力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
事业发展繁荣，成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和精彩注脚。

演艺节目《烟雨张家界》。 张明涛 摄

银装素裹武陵源。 蒋俊 摄

桑植民歌宛如天籁。 向韬 摄

天子山秋色。 张勇 摄

仙境中的五雷山。 杨年春 摄

传奇天门山。 向韬 摄
（本文为删减版）

大峡谷蹦极。 鄢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