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由一 华夏圣地，历史永州
永州史称零陵，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建郡历

史。这里有悠久的人类史，在永州道县发现了数
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化石、人工栽培稻标本和釜型
原始陶片。这里有璀璨的文明史，舜帝南巡驻跸
舜皇山、驾崩九嶷山，他的“诚”“孝”“仁”等道德理
念在永州大地永放光芒。这里有光辉的文学史，
柳宗元寄情永州山水，留下了《江雪》《永州八记》
等不朽篇章。这里有深厚的中国哲学史，理学开
山鼻祖周敦颐对后世特别是中国哲学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这里有光荣的革命史，孕育了李达、陶
铸、江华、何宝珍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锻造了
共和国忠诚卫士陈树湘。

理由二 文化高地，走心永州
从舜帝“只为苍生不为身”的高尚精神，到柳

宗元“吏为民役”的民本思想，到周敦颐“出淤泥而
不染”的圣贤风范，到陶铸“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坦
荡胸怀，永州这片流淌着文脉、思想、精神的文化
高地，不仅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而且直达心
灵，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

理由三 生态美地，锦绣永州
潇、湘二水在这里汇合，催生了“潇湘夜雨”

“蘋洲春涨”等极致美景。全市现有 10 个国家森
林公园、4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 个国家湿地公
园，森林覆盖率达 65.3%，常年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在这里，可以呼吸到“爆表”的负氧离子，可
以聆听到“雨打芭蕉”“溪水长流”的生态美音，可
以领略到九嶷山白云缥缈、红霞万朵，舜皇山林深
景幽、野趣盎然，阳明山千姿百态、万亩杜鹃，云冰
山高山苔藓、云海雾凇的自然美景。

理由四 秘境仙地，多彩永州
这里瑶族风情浓郁，居住着湖南80%以上的瑶

族人口，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瑶族人口为全国之最，被
誉为神州瑶都。这里古村遗韵浓厚，拥有8个国家
历史文化名村、43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和85个中国
传统村落，宛如世外仙境。这里神秘色彩浓重，有娥

皇女英“千里寻夫”“泪染青竹”的爱情传说；有迄今
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唯一的性别文字——“女书”；还
有道县祥霖铺一带古代祭祀遗址，被人称为神秘的

“鬼崽岭”。

理由五 生活福地，美食永州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东安鸡的麻辣鲜香、永州

血鸭的绵滑鲜嫩、永州“瑶家十八酿”的清爽细嫩、
永州喝螺的汤鲜味美……据悉，东安鸡曾搬上国
宴，外宾品尝后赞不绝口。还有江永香柚、瑶山雪
梨、回峰蜜橘……绝对能惊艳你的味蕾。

理由六 创业新地，奋斗永州
近年来，永州市立足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

遇，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积极对接
大湾区、建设示范区，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
动力”，把优化环境作为“第一保障”，推行情感上
暖心、措施上用心、机制上顺心、政商关系上公心

“四心”保姆式服务，创造了从签约到投产仅用 33
天的“永州速度”。特别是今年，永州市启动文化
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行动，
竭诚为每一位到永州观光旅游、投资兴业的宾客
朋友提供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质的服务、最优良的
环境和最有利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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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走笔

一千多年前，唐代著名诗人元结撰写《大唐中兴颂》，

颜真卿挥毫抄清并将墨宝刻于浯溪石崖。自此，柳宗元、

怀素、欧阳修、陆游、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徐霞客、何绍

基等历代文人墨客纷纷到永州打卡。风光秀丽、人文荟

萃永州堪称“千年打卡胜地”——

到永州打卡的六个理由

（摘编自中共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钟君在“大湘南
对接大湾区”永州文旅（广州）推介会上的致辞）

春天，探湘江源头，看漫江碧

透，在传承千年的摩崖石刻中享受

诗书艺术。

夏季，到勾蓝瑶寨，品小桥人

家，在欢腾的“洗泥节”中体验瑶族

民俗风情。

金秋，进桐子坳，赏三千古银

杏“满眼尽是黄金甲”的绝版美景，

再去零陵古城赴一场穿越时空的

“夜宴”。

仲冬，上云冰山，观“岭南雪

乡”冰挂披身、云海翻腾……

一年四时，永州大地，处处皆

画，步步是景。

乘着全域旅游蓬勃发展的东

风，近年来，永州市委、市政府充分

挖掘生态这一永州最大的优势资

源，亮出文化这一永州最靓丽的名

片，着力推动“文化+”“生态+”“旅

游+”三链互动、融合发展。

曾经“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文

化生态瑰宝越来越多地显露人前，

生态“美”起来，文化“活”起来，旅

游“热”起来，一幅山清水秀、百花

齐放的壮美图景在潇湘大地徐徐

展开……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
诗？永州，地处湖南母亲河湘江的源头，
潇水与湘江在境内交汇而过，孕育了丰
富的生态文明和多彩的地方文化。

这里是“国家森林城市”，拥有 10个
国家森林公园、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
个国家湿地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65.3%，
负氧离子“爆表”，堪称“华南之肺”“康养
福地”。

这里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
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项，国家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9个，舜文化、柳文化、理学
文化、女书文化、瑶文化、红色文化在这
里交汇碰撞，绽放夺目光芒。

如此丰厚的“家底”，但在过去相当
长的时间里，却没有展现出应有的价值
——不仅难产生经济效益，还要花大量
人力财力来保护、传承。如何打破发展
困局，让“宝贝”产生价值，形成保护、传
承的内生动力？

永州市委书记严华介绍，永州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切实把文生旅深度融合这
篇大文章做深、做实、做精彩。

永州将“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作为破题路径，打好“旅游升温
战役”，大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
文生旅深度融合发展被确定为全市重大
战略性工作，写进了2020年市政府工作
报告。永州市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应运而生，各县区成立

了相应机构，形成了党政齐抓、部门共
建、上下“一盘棋”的推进机制。

文化、生态、旅游“各自为阵”的局面
逐渐打破，各级各部门整合资金、整合资
源、整合力量，实现文生旅项目同步规
划、品牌同步推介、发展同步推进。共识
不断形成，合力不断凝聚，一场文生旅融
合大戏精彩开启！

华灯初上，走进零陵古城，柳子街的青石板路
上人流如梭。一台台讲述柳子故事、传承唐宋遗
风的节目精彩上演，一排排富有本地文化特色的
仿古商铺门庭若市，身着汉服的霓裳仙子们翩跹
而过，昔日的汉唐繁华名郡恍若重现。

早在五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街区老
旧，发展滞后，除了污染企业造纸厂，再没有其他
项目。住在这里的多是老人，夜里不到 8 点就黑
灯瞎火。

转机来自2015年。政府关停造纸厂，引进了
伟光汇通集团，共同开发投资70亿元的零陵古城
文化旅游综合开发保护项目。

“选择伟光汇通，是因为我们不单纯做旅游地
产，而是通过文旅共舞，传承历史文脉、发展旅游
经济、提升城市形象，这与市委、市政府的思路不

谋而合。”永州伟光汇通古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天河表示。

在开发者的慧心巧思中，零陵古城充分挖掘
以柳宗元文化为核心的地缘文化，让东安鸡、血鸭
等特色饮食呈上餐桌，女书、祁阳石走进商铺，花
鼓戏、渔鼓登上舞台，非遗穿越时光，走近人群，绘
就了一道道靓丽风景。省外自驾游客来了，旅行
社来了。今年国庆长假，“千年古城·零陵夜宴”在
夜幕中璀璨上演，七天接待游客 61.63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4.29亿元。

“零陵古城项目，是永州市推动文化生态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市文生旅融合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

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洪武在主持召开市
“十四五”规划征求社会和文化体育领域专家意见
座谈会时指出，要充分发挥永州在自然生态、历史
人文、旅游资源等方面的良好条件和独特优势，实
现永州文生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永州人盘活了文化、生态家底，依托
旅游“点石成金”，共启动31个市级文旅产业重点
建设项目，总投资550.2亿元；开发包装了83个文
化旅游产业项目，总投资 826.9亿元；集中签约引
进了冷水滩区五星级酒店综合体开发等项目 11
个，总投资52亿元。

曾经的省定贫困村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
村，通过做活“民俗”文章，发展旅游经济，彻底甩
掉了贫困帽子，“洗泥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实

现了活态传承。
双牌县茶林乡桐子坳村，利用3000余株银杏

绘就的生态奇景，发展乡村旅游，引得游客们争相
“打卡”，当地对古银杏实行挂牌保护，实现了生态
和经济的双赢。

在风光如画的蓝山县，前几年因森林禁伐、矿
产禁采、干流禁渔、关闭污染企业等造成财政大量
减收。当地改吃“旅游饭”，开发湘江源头、云冰
山、百叠岭等景区，成为县域经济最大的引爆点。
2018 年 6 月 29 日，省委主要领导在湘江源头“捧
喝三口湘江水”；2019 年，一大批好项目落户蓝
山，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市排名创五年来最好成绩。

“保护生态文化与发展经济，过去是‘两难’，
现在是‘两全’。”永州人说。

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思路下，越
来越多的地方走上了绿色之路、融合之路。一条
条文生旅精品线路脱颖而出，一批批文生旅品牌
强势崛起——

截至目前，永州已打造 8 个 4A 级旅游景区，
38个 3A级旅游景区。东安、双牌、宁远成功创建
为第一批湖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数量居全省第
一。舜帝陵、柳子庙入列湖南二十大文旅地标。
江永勾蓝瑶村、祁阳龙溪村被评为全省文化和旅
游扶贫示范村。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被评为
2020 年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祁阳县茅竹镇三
家村、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
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1 月 23 日上午 10 时,2020 广州文交会现
场，“大湘南对接大湾区”2020 永州文旅(广州)推
介会高调开场。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钟君代
表永州市委市政府重点推出6条打卡永州的旅游
精品线路，带领大湾区朋友们领略永州旖旎的自
然风光，感受两千年古城璀璨的人文底蕴。

这是永州主动对接大湾区，开启文生旅融合
新篇章的重磅之举。

“文生旅融合发展既要苦练内功，走深走实，
也要海纳百川，开放崛起。”在这样的认识下，永州
市委、市政府站在更大的格局中，谋划、推进文生
旅深度融合发展。

编制出台《2020年永州市文化生态旅
游全面融合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行动计划》，
开展了永州、衡阳、郴州三市联合推进“大

湘南对接大湾区”文旅行动，积极推动“引客入永”
“引资入永”。

编制出台《2020年永州市文化生态旅游活动
整体工作方案》，对全市文生旅活动品牌整体打造、
统一包装、统筹组织。2020年，永州共举办文生旅
活动50余场（次），各县区按照“一县一品”布局打
造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文生旅活动品牌。2020中
国红色旅游博览会道县分会场活动、第二届历史文
化名城（永州）文旅活动周暨柳宗元文化旅游节·零
陵夜宴等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大波流量。

在更大的平台上，更多的资本资源在汇聚，更
强的动能在注入，文生旅“三链互动”推动了“三效

齐升”——
文化活起来。“十三五”期间，全市签

约引进建设重点文旅产业项目 196 个。

2019年文化创意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实现104.3亿
元，比2016年翻了一番。非遗走进市场，文化走进
生活，永州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成效
明显。

生态美起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深入人心，永州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
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十
三五”期间，全市实现森林生态旅游收入 210 亿
元，年均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均保持 20%以
上的增速。

旅游热起来。2020年，永州预计接待国内外
游客52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55亿元；较
2015年增长1600万人次，收入增长265亿元。今
年“五一”黄金周，九嶷山舜帝陵、零陵古城跻身湖
南省纳入监测的重点景区接待游客数前十强。国
庆黄金周，尽管受到疫情冲击，接待游客和旅游综
合收入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永州的实践证明，通过文化‘搭台’、生态‘布
景’、旅游‘唱戏’，文化就更加富有活力，生态就更
加富于魅力，旅游也更加富有吸引力。”湖南科技
学院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院长黄渊基在研究“永
州现象”后，给出了高度评价。

如今，《关于全面推动永州市文化生态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意见》正待出台，一场更加宏大、更加
有力、更加深入的战役即将打响！

迎着激扬的号角，永州儿女正以最坚定的信
心、最饱满的激情，向着“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的目标阔步迈进！

江永县千年古村上甘棠村因其景色秀丽，名胜古迹甚多，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刘志强 摄

零陵古城已成永州旅零陵古城已成永州旅
游的一张重要名片游的一张重要名片。。

胡南丹胡南丹 摄摄

近年来近年来，，永州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永州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图为陈树湘烈士图为陈树湘烈士事迹陈列室事迹陈列室。。
（（道县县委宣传部供图道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蓝山县的云冰山充满南方雪乡的感觉蓝山县的云冰山充满南方雪乡的感觉。。
唐广林唐广林 摄摄

位于永州祁阳的浯溪碑林已经成为新位于永州祁阳的浯溪碑林已经成为新的文化旅游网红的文化旅游网红““打卡地打卡地””。。 蒋盛文蒋盛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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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金洞猛江河国家湿地公园美丽的金洞猛江河国家湿地公园，，将永州将永州
的生态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的生态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蒋文盛蒋文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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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柳

每天大早，宁远县九嶷山瑶族乡和平村 19
岁的王胜骑着摩托车，开往扶贫车间，短短五分
车程，连接着幸福生活。

此前，王胜的父母均患病，自己又没固定收
入，一家随时有返贫的风险。驻村帮扶工作队
精准监测，及时帮他在扶贫车间找了一份裁工，
每月收入2600元左右。

如今，王胜一家收入趋向稳定，从“蓝色”的
巩固提升户恢复为“绿色”的稳定脱贫户。

永州探索推行分类管理、分色预警做法，将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分为“深度贫

困户、易返贫户、稳定脱贫户、巩固提升户”四大
类，分别按红、黄、蓝、绿“四色”预警，并实行“一
年一识别、一年一调整”动态管理，持续巩固脱
贫成果。

小康路上不落一户、不丢一人!
永州用行动兑现庄严承诺:永州市委主要领

导率领 1 万名党员干部深入贫困村、非贫困村,
开展“回头看、回头查、回头改”,补齐脱贫攻坚短
板,推进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六个全
覆盖”工作。

截至今年 11月底，全市纳入监测范围的脱
贫不稳定户共 1.52 万人，边缘易致贫户共 1.03
万人，均获得重点帮扶，完全消除致贫返贫风
险。

永州在全省率先探索接续推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无缝对接问题。今年9月以来，永州市
组织系统安排万余党员干部，对全市 3301个村
(社区)开展全覆盖调研，列清单、补短板、出对
策，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乡村振兴大幕拉开，乡村生态旅游风生水
起，永州“千年打卡胜地”这一文生旅品牌深入
人心。

蓝山云冰山，南国雪乡，粤港澳游客云集，
赏冰挂、观云海，带动浆洞瑶族乡200余人吃上
旅游饭。遥望漫山冰凌，在景区打扫卫生的贫
困户韦花艳脱口而出，“瑞雪兆丰年啊!”

“新南门”里，接续奋斗，一个个贫困堡垒被
攻克，步入最大的“丰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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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永州之野，绿色绵延，透

出春意。

“日子有奔头，连空气都是甜的。”新

年临近，江永县粗石江镇白土村贫困户

杨荣华心情舒畅，25亩香柚销售行情不

错，可带来纯收入 10 万多元。他说，吃

水不忘挖井人，感谢 6 年前驻村工作队

帮扶种下“摇钱树”。6 年来，一场涉及

全方位动员、全社会参与的脱贫攻坚战

役席卷潇湘大地，“新南门”里换了人间，

无数个体和家庭命运发生巨变。

永州市委书记严华说，永州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省

委关于脱贫攻坚的工作要求，坚持把脱

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尽锐出战，奋力攻坚，高质量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千年贫困，一朝挥别。截

至目前，全市 5 个贫困县摘帽、774 个贫

困村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84689户

673539 人全面脱贫，剩余未脱贫人口已

基本达到脱贫条件。

千年打卡胜地，奔向幸福高地。

“ 造 血 ”育产业

搬 出 新生活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崇江小区安置点，
灰墙青瓦，庭院清爽。楼下的扶贫车间，是 48
岁的赵春花致富梦想起航的地方。

思甜忆苦，困居瑶山的日子历历在目：山高
路远，村穷人苦，一年到头难得添件新衣。

搬不动大山，那就搬下山。大圩镇把最好
的地给了安置群众，东冲村、两岔河村等高山村
寨的 671 户 2757 名贫困群众，全部被迁到崇江
小区安置点。紧随其后的，还有生产小马达的
扶贫车间。

“十三五”期间，永州市有 81739 人走出高
山深沟，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遍地开花的扶
贫车间，承载了贫困户稳得下、能致富的朴素愿
望。

挪了穷窝，赵春花每月务工收入约 3000
元，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她咯咯笑着说，“好日
子才刚开始呢!”

目前，永州共建设就业扶贫车间 903个，其
中省级示范性车间 22 家，吸纳就业 3.63 万人，
其中吸纳贫困劳动力1.21万人，年人均增收2.5
万元以上。永州扶贫车间数量居全省前列，省
级示范性扶贫车间数量及吸纳就业情况均居全
省第一。

安置点里，创业逆袭的故事不断上演。一
年前，一场县里举办的创业培训，激发了新田县
潮水铺村易地搬迁户谢忠顺的创业梦。如今，
他成了村里的能人，创办的电子扶贫车间接纳
了100多名搬迁群众。

安业，还要安心。从山村搬到社区，贫困户
如何真正融入新生活?

宁远县柏家坪镇曙光新村的“荣誉”菜地
里，一畦畦萝卜白菜惹人喜爱。村支书钟飞飞

介绍，村里特意开辟一块菜园，将好地块奖励给
“十星级文明户”，既保留了农耕乡愁，又引领了
社区团结和谐新风尚。

好 货 变“网红”

12月，恒丰粮油有限公司迎来一个好消息：
精心研发的“红薯米”获准免费使用“永州之野”
农业公用品牌。

“‘土疙瘩’也能成增收‘金疙瘩’。”公司总
经理彭爱萍兴奋地说，将积极参与消费扶贫，加
大线上线推广力度，带动更多农民脱贫增收。

新田县，红薯是当地特色产业。当地政府
引进电商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扶持
模式，将种植面积扩至 8 万亩。由于产品附加
值不高，效益难以跃升。

恒丰粮油有限公司增购了烘干机、切片机
等加工设备，开发了用红薯制成的新产品“红薯
米”，入选湖南省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还卖到
了国外。仅在“大观堡云雾薯”种植基地，就帮
助贫困户47户186人，人均增收1500元以上。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群众的钱袋子，另
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果盘子。如何实
现精准高效对接?

湘江源头，多年精耕细作，优质绿色农产品
供给充足，公示认定扶贫产品 800 余种。永州
探索实施“直播带货+展会促销”等业态模式，全
力打破生产、流通、消费瓶颈，激发消费扶贫新
动能。

10 月中旬，永州市扶贫产品产销对接会
上，商家就地架起手机支架，扎根城区的消费扶
贫商城、专区、专柜一同发力，两天线上线下成
交金额近2000万元。

领导干部“播”出自身担当，带动销售扶贫
产品5.6亿元。江永县委书记周立夫幽默亲民，
两小时售卖夏橙130多万元;新田县副县长刘大
兵主打文化牌，促进127户贫困户增收。

疫情来袭，为爱下单，全市共举办大型产销
对接活动 40 多场次，有效解决沃柑、香芋、香
粽、砂糖橘等农副产品滞销问题。

目前，永州市扶贫产品销售额超过 25 亿
元、数据录入24.2亿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0多万人。更多“头回客”成为“回头客”，有力
增强扶贫产业持续发展和贫困群众增收后劲。
同时，祁阳“三好三出”等消费扶贫模式，受到省
扶贫办高度肯定。

脱 贫 不返贫

湘江源头蓝山，翠色入画，香芋飘香。
“活干着不累，每天能挣 80 块钱，哪

里找去？”冬闲人不闲，在蓝山县塔峰镇雷
家岭村舜水田园综合体，67岁的脱贫户陈
太芳在田间忙着采收槟榔芋。凭着土地
流转和务工收入，一年下来能挣 12000
元。

舜水田园综合体列入了蓝山县供港
菜篮子基地，连片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
吸纳了包括贫困户在内的 200 多名村民
务工增收。

小小蔬菜，如星火燎原。蓝山建成三
个万亩以上供港外销蔬菜产业带，蔬菜年
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25%，成为群众
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永州把蔬菜产业文章做到极致，目
前建有 116 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
产基地，占全国近八分之一，蔬菜供港
在全省占比连续三年保持 95%以上。单
打独斗的贫困农户被嵌入蔬菜产业扶贫
大链条中，端稳了“产业饭”，活出精气
神。

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洪武介绍，

永州全力打造农业强市，以产业扶贫推进
农业现代化。做大做强柑桔、蔬菜、油茶、
茶叶等全市性主导优势产业，加快“一县
一特”产业发展，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实现
贫困群体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就业门
路。

前不久，东安舜皇山野生茶入选第八
批全国扶贫产品名单，这让 65 岁的凌贤
春非常高兴。凌贤春每年靠采野生茶一
项收入就有 2万多元，已顺利脱贫。依托
茶旅产业，舜皇山贫困发生率已从 30.7%
降至0.1%以下。

产业扶贫，让幸福有根，累计带动
42.66 万贫困人口增收脱贫，占全市已脱
贫人口的 70%;774 个贫困村都有扶贫产
业;有 143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在 498 个
贫困村建有基地。

永州现代农业快速崛起，已形成了粮
食、生猪 2个支柱产业，蔬菜、柑桔、油茶、
茶叶、中药材 5 个百亿产业。2019 年，永
州市“永州之野”“湘江源”农产品销往大
湾区总额达 210 亿元，美了农业品牌“颜
值”，鼓了贫困农民“腰包”。

【 前 言 】

湘江源头，幸福在流淌，愈深愈无声。

圆梦十三五，挥别贫困，擦亮“千年打卡胜地”名片，生活更有尊严，文化自信更

有底气。

奋进十四五，永州新起航。奔向星辰大海，打造幸福高地，未来可期。

冷水滩区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同步推进，该区上岭桥镇仁山村已经成远近闻名的样
板村。 雷中祥 摄

在新田县东升农场包装车间，工人们刚分捡出
的彩椒十分惹人喜爱。 钟伟锋 摄

永州市零陵区邮亭圩镇太平铺火烧岭安置点
远景。（零陵区易地扶贫搬迁办供图）

宛如世外桃源的
宁远县易地扶贫搬迁
点——盘江湾新村。

（宁远县易地扶贫
搬迁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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