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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年代，湖南张家界还是个
小小的国营林场。在改革开放大潮催生
下，张家界经历了立园建市、旅游兴市、
转型强市三个历史阶段，快速崛起成为
一颗璀璨的山水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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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立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到建立
第一个以旅游开放为主的地级市，张家
界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不断探索创
新中开启了现代旅游城市发展的崭新
阶段。

舞起“锦绣潇湘”旅游龙头

张家界树立绿色发展的新理念，积
极推进全域旅游。2013 年以来，张家界
旅游接待人次连破 3000 万、4000 万、
5000 万、6000 万、7000 万五大关口，
2017年达到733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迈
上200亿元、300亿元、400亿元、500亿
元、600 亿元五个台阶，2017年实现 624
亿元，两项指标连续 5 年保持 20%左右
的增长速度。

张家界先后开创了中国旅游新业
态、开发了中国第一条旅游漂流——茅
岩河漂流和世界极限运动圣地——天门
山，打造了世界首台高山峡谷音乐实景
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和大型民族

舞蹈史诗《张家界·魅力湘西》……2016
年，张家界市旅游发展综合质量指数为
80.94%。

全国第一个制定旅游行业管理暂行
办法、第一个实行旅游资源所有权和经
营权分离、第一个在旅游窗口行业探索
并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第一个设立城
市旅游统计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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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用无数个第一，舞起
了“锦绣潇湘”全域旅游的龙头，形成了
从张家界到大湘西再辐射周边武陵片区
的连动态势。同时，作为全域旅游的龙
头，张家界广泛参与国际旅游合作，联手
打造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形成旅游线路
互动、旅游产品互补、旅游市场互融、旅
游广告互换格局。2017 年，张家界接待
了109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贫困群众成为“三金”农民

张家界属于湘西贫困山区，脱贫攻
坚任务艰巨。实施“精准扶贫”，张家界
全面开展对贫困地区旅游资源的精准普
查，把可惠及全市西城区域 60多万群众
的湖南省旅游扶贫项目西线桑植旅游作
为旅游扶贫主战场，贫困群众成了拿土
地租金、分红股金和务工薪金的“三金”
农民。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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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穷山沟变成今
日旅游休闲好去处。农家饭变成人们津
津乐道的“好味道”。古老的吊脚楼住进
了外国“驴友”。沅古坪腊肉、洞溪辣椒、
白石萝卜等，这些大山深处的“土货”，成
为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抢手货”。越来
越多的农民从田间地头走进景区、酒店，
当上了服务员、讲解员、保安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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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发，20多万贫困群众从事旅游业，每年
因旅游扶贫脱贫人数达 10000 余人。

“乖幺妹”土家织锦公司先后培训员工
1200人次，涉及5个生产基地106名贫
困户，年人均收入可达 3 万元；“高山
怡韵”茶叶公司带动 5个贫困村种植青
钱柳茶叶，212 户 527 名贫困人口人均
增收达 2800 元。核心景区所在地武陵
源区依托旅游业在湖南省率先实现整区
脱贫摘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说，山清水
秀是张家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全市始终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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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建
成1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9个国家级生
态村镇，172 个省级生态村镇，912 个市
级生态村。

张家界坚定不移走“旅游产业为核
心，多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深入实施

“旅游+”战略。“旅游+农业”规模不断壮
大，从简单的“吃农家饭，摘农家果”向“休
闲、养生、体验、健身、度假”转变，推出“有
机农产品”品牌，促进“有机农产品”转化
为旅游商品，在全国率先提出和实践“发
展旅游产业商品集群”理念，建设旅游商
品产业园、武陵山珍馆、物流园等产业园
区，培育出灵洁食品、土家妹、军声画院等
20多个“湖南省著名商标”以及茅岩莓等
3个“中国驰名商标”。全市旅游商品工业
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的 39.8%，成为
张家界工业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同时，

“旅游+文化演艺”异军突起，张家界正成
为全世界“户外运动天堂”。

改革开放以来，张家界旅游发展取
得了突出成效，在旅游产业带动下，张家
界经济实现 10.04%的年均增速。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由 1988 年的 14.1 亿元增
加到 2017 年的 542.4 亿元，其中旅游业
增加值比重达到55%。

张家界：一山一水总关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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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长汀：水土治理绿富美
本报记者 薛志伟

走进福建长汀，树茂草绿，汀江清
澈见底，空气清新甘甜，老街的青石路
悠曲蜿蜒。由于生态承载的压力和对森
林资源的过度索取，长汀水土流失状况
一度恶化，成为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严
重的地区之一。

长汀水土流失问题受到福建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下，几代长汀人孜孜以求，发扬“滴水
穿石，人一我十”的精神，打响治理水
土流失攻坚战，使长汀逐渐恢复了山美
水美，成为福建乃至全国水土流失治理
的范本。

又见“柳村”绿枝茂

探究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经验，还
得看河田镇。河田，原名留镇，由于历
史上和田镇内种满柳树，大家又称其为

“柳村”。然而，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
“柳村无柳，河比田高”，故改名为“河
田”。“以前山上光秃秃的，小时候走路
到镇上去读书，最高的树也就到我头
顶。到了比较干旱的季节，因为没有水
源，要用木桶人工灌溉，亩产量特别
低。”河田镇博湖村党支部书记傅石哩
回忆道。

河田镇的水土流失治理道路是一场
经年累月的持久攻坚战。

长汀县水保局局长岳辉介绍，1983
年，福建省在长汀启动水土流失治理工
作。2000 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再度
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列入全省为民办实
事项目，每年由省财政投资 1000 万元
用于水土流失治理。2010 年，福建省
委、省政府继续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
提出“再干八年，根治水土流失问题”
的口号，每年投资 1000 万元用于水土
流失治理。道路虽然艰辛，但成果令人

欣慰。据 2017 年数据显示，长汀县水
土流失率已经降到 7.95%。长汀县也从
曾经水土流失的“冠军”变成了水土流
失治理“冠军”。

多年来，长汀先后出台加快生态家
园建设、林业生态强县建设等多个实施
意见，完成生态文明示范县建设、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等多个规划方案，为长汀
持续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顶层设计。在采取封山育林和荒
山造林等传统治理和保护模式下，又因
地施策，探索出等高草灌带、草灌乔混
交、低效林改造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治理。

水土治理一举多得

长汀县把水土治理和脱贫攻坚结合
起来，将山区贫困人口整村搬迁至县城
并引导就业，不仅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
题，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水土流失中人为
破坏森林这一难题。

近年来，长汀县委、县政府把脱贫
攻坚作为“头号”民生工程，认真抓好
落实，先后通过了国家发改委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工作情况稽查和全省 2016 年
扶贫开发成效第三方评估组检查评估、
国家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检查、扶贫

资金使用专项督查。
坐落于策武镇的南站幸福小区就是

长汀县政府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工程之
一。幸福小区占地 45 亩，采取“政府
引导、协会运作、多元投入、合作建
房”的运作模式，统一规划、统一代
建、分户安置。规划建设住宅 400 套，
目前已安置贫困户390户1580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偏远山区具有
劳动力的贫困户不仅被接纳进城安置，
还经过统一的就业技能培训，在附近工
厂务工。“将贫困户从边远偏僻的地方引
导进城，让他们进厂务工，一方面缓解了
生态压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他们的收
入，提高了生活质量。”幸福小区临时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黄雪山说：“贫困户进厂
务工每个月至少可获得 2200 元工资收
入，以前在家务农年收入才万元左右。”

在幸福小区里摆摊卖肉的赖德斌正
是受益的贫困户之一。他从四都镇谢坊
村搬迁过来，家中有三位老人，两个孩
子都在上大学。按政策他领到了近 13
万元补贴，自己只支付了几万元就住上
了干净整洁的楼房。

生态修复振兴乡村

生态兴则产业兴。多年来，长汀

把水土治理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既
恢 复 了 绿 水 青 山 ， 又 守 住 了 金 山 银
山。林下经济、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
已经成为长汀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在河田镇博湖村，几座温室大棚

矗立在田边。大棚里瓜果满目，近山
的植被青翠欲滴。这几座大棚正是福
建新农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生态农
业园地。

1989 年 出 生 的 赖 斌 是 公 司 董 事
长，他和福建农大毕业的两个同学一起
返乡创业，2017 年成立了公司，规模
流转土地320亩，建设智能温室大棚30
亩，主要种植新品种葡萄等。他说，据
老一辈描述，以前这里一下雨泥沙就流
入河中，导致“河比田高”，将田地淹
没。水土流失治理后，这里再没有被洪
水淹过，土地肥力增加，为生态农产品
种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赖斌说，今年以来他们在伯湖村开
展激励性扶贫葡萄种植项目，为贫困户
免费提供土地、苗木、技术、农资以及
销售渠道。农户只要把农作物种好，保
证他们在一亩葡萄园里有 5000 元的年
收益，加上其他务工费用，每年能有万
元左右收入。

长汀吸引来的不仅有像赖斌这样土
生土长有着返乡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更
有政府部门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新鲜创
业血液。

走进长汀县三洲镇的丰盈农场，看
到的是果树成排，树上结满了待摘的柑
橘等水果。丰盈农场总经理沈洁介绍，
农场主要从事杨梅、油茶、脐橙、柑
橘、金丝楠木等果树种植、河田鸡养
殖，现有种植总面积2400多亩。

“农场盈利情况非常可观，仅油茶一
项预计可以收入225万元。”沈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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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来自东南亚的
90多名旅客，乘坐由甘肃兰铁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组织开行
的 Y681 次“环西部火车游·东
南亚冬季丝路国际旅游专列”，
自兰州车站启程，度过了为期
8 天的丝路之旅，这趟旅行让
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甘肃，享
受到了别致的旅行体验。

“ 这 一 路 的 景 色 让 人 惊
喜，文化让人震撼，我看到了
不一样的甘肃，不一样的丝绸
之路，有一种历史再现的感
觉。”来自新加坡的旅客梁丽
玉坐在列车的酒吧车厢内望向
窗外，一杯“三泡台”热茶的
香气在车厢里漫延。

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
黄金段的甘肃，以其独特的旅
游资源，吸引了各地游客。但
受气候影响，旅游市场存在夏
秋火热、冬春低迷的现象。
2016 年以来，甘肃省政府推
出并不断完善“引客入甘”奖
励政策，特别是推出了冬、春
淡季旅游优惠政策，不断挖掘
各地冬春季旅游资源，大力开
拓冬春季旅游市场。

在 Y681 次“环西部火车
游·东南亚冬季丝路国际旅游
专列”上，车厢经过特别设
置，十分温馨，旅客可以选择
与亲朋下一盘棋，同好友品一
壶茶，唱首应景的歌，亦可捧
一本书，读书观景。

今年 72 岁的许雪香去过
很多城市，也乘坐过多种交通
工具。“但这样的火车我还是
第一次体验，它不仅是交通工
具，更像是一个家，我一路都
很轻松，不会感到很累。”她
说，冬日的甘肃别有一番风
味，如果有机会，她还会再来
一次甘肃，再乘坐一次“环西
部火车游专列”。

据了解，这列冬季旅游专
列由甘肃兰铁国旅公司与新加坡华运旅游有限公司共同
合作，车上融入了甘肃河西走廊文化元素，还增加了特
色酒吧、KTV、书吧、茶艺坊等个性化车厢，同时将
陇原巧手刺绣、剪纸等扶贫产品带上车销售，将传统的
火车打造为西部风情文化长廊。

兰铁国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环西部火车游专
列”从今年 4 月份运行以来，开行了战友聚会旅游专
列、研学旅游专列等针对不同人群设置的特色旅游专
列。此次“环西部火车游专列”打造东南亚冬季丝路国
际旅游专列，带着游客尽赏丝绸之路上众多历史文物、
古迹，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各民族风土人情，
催热了甘肃冬季旅游市场。

甘肃兰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符
庆忠说：“未来我们将加大组织游客互送，推动‘东南亚+
甘肃’两地旅游市场融合发展，形成南下旅游通道新格
局，同时也使‘环西部火车游’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吸引更
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特别是到甘肃来旅游。”

福建长汀把水土治理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既保护了绿水青

山，又守住了金山银山。林下经济、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已经成

为长汀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生态修复

武汉东湖高新区：

以企带村兴产业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唐晓瑜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宝峰湖景色宜人，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来。 （资料图片）

走进湖北武汉市江夏区舒安街分水村，蔬菜大棚里
各种时令蔬菜一片翠绿。村民肖细秀、赵翠秀等正在将
一筐筐水灵灵的萝卜装上棚外的大车。

“自从有了蔬菜大棚，村里有了集体收入，我们贫
困户也有了工作，一天收入上百元。”肖细秀脸上充满
笑意。

分水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占地 20 亩，由武汉东湖高
新区光谷建设有限公司投资 85万余元，于 2017年 4月
份建成。村党支部书记熊本文介绍，东湖高新区不仅帮
着建好了蔬菜大棚，还请来了农业专家作技术指导，高
峰时基地每天产出新鲜蔬菜1500公斤。

蔬菜基地的建成，让分水村这个昔日的“空壳村”
第一次获得了集体经济收入。熊本文说：“当年村里就
收入8万余元。”

“今年，蔬菜基地预计有 12 万元收益。”熊本文
说，蔬菜基地不仅给村里带来了收益，而且为村民提供
了就业岗位。村里还未脱贫的贫困户，每年可获得打工
收入1.8万余元。

武汉东湖高新区与江夏区紧密相连。东湖高新区的
不断“生长”，有着江夏区的大力支持。在精准扶贫攻
坚中，东湖高新区牵手江夏区，对口帮扶江夏 12 个贫
困村的341户贫困户470人脱贫。

产业扶贫是拔“穷根”的根本举措。东湖高新区在
“对口帮扶”工作中建立了“一企带四村”的产业扶贫
机制，即由区属国有企业省科投集团、光投公司和高农
集团，每家对口帮扶4个贫困村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
经济，以此撬动贫困户脱贫。

除了在分水村投资建设蔬菜基地，光投公司还多次
组织旗下子公司——生态园林公司到对口帮扶的南山
村、海洋村、彭塘村采购苗木，扶持其发展苗木产业，
壮大集体经济。

湖北省科投集团通过为对口贫困村提供园林绿化维
护、为园区企业及银行提供蔬菜配送等举措，提升村集
体经济公司运营和市场化运作能力，进一步培育村集体
经济自身造血功能，支持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目前，
对口帮扶的大屋陈村、王通村、官堤村，年集体经济收
入均突破10万元，已经脱贫出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