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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邑新景添异彩 全域发展开新局
——铜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旅游产业化观察 （下）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郭进 江佳佳 尹莉 杨聪

巍巍梵净山擎天而立，悠悠锦江、澎湃乌江奔流不息……秀美山水、厚重人文共同成就了“黔中各郡邑，独美于铜仁”佳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铜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了 5A级景区 1个、4A级景区 1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4个，成为中国最美生态康养旅游名城。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铜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大力推进旅游产业化，实施文化兴市工程，推动“旅游+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当秋日晨曦温柔地唤醒中南门历史文化旅
游区，蕴含古风今韵的中南门老街、书院文
庙、梵净茶苑等依次铺开，慢慢拉开时间长
度，悄然诉说过往的文明时空。

黔中各郡邑，独美于铜仁。居于武陵山脉
腹地的铜仁，风景秀美，自古水道舟楫往来，
货物俱集，商贸兴盛，文人墨客逆流而上、顺
水而行，推动儒家文化、巴蜀文化在铜仁交
融；铜仁更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热土，红色根脉
代代传承。

文化传古今，文旅相生交融。迈入新时
代，铜仁把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守好两条底
线和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的重大举措，出
台了《关于推动文化铜仁建设全力打造文化旅
游胜地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做特红色文化资源。挖掘石阡困牛山战

斗、木黄会师、枫香溪会议等红色资源，打造
铜仁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增强表现力、传播
力、影响力；依托梵净山西线打造长征步道，
凸显红色文化引领特色。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保护修缮了枫香
溪会议会址等 22 处文物建筑，完成德江枫香
溪红三军政治部旧址等的文物本体修缮，稳步
推进沿河铅厂坝红九师师部旧址、红三军沿河
独立团自卫队三壶坪旧址修缮工作，以及实施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改陈布展。

讲好文化故事。深挖文化资源，创作文艺精
品，围绕红军长征、困牛山战斗等红色文化资
源，创作革命历史题材舞台剧《困牛山红军壮
举》、革命历史题材音乐舞蹈史诗《木黄·木黄

——永恒的丰碑》、红色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
等 70余个文艺作品，歌舞剧《这山就比那山高》
入选贵州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会演剧目。

打响文化品牌。推进文化遗产传承性保
护，打好文化牌。石阡仡佬族民歌、松桃苗
绣、松桃巴狄雄萨滚、德江炸龙习俗入选第五
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做活文化旅游业态。紧扣“流光溢彩夜贵
州”品牌，做活文化旅游业态，打造了蕴含以
茶文化、市井文化、儒家文化、红色文化及科
普文化等六大文化体验为特色的中南门历史文
化旅游区，并与梵净山 5A 级景区、万山朱砂
古镇、松桃苗王城串点成线。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彰显文化
自信，让游客体验铜仁山水风貌、品味铜仁文
化的厚重，推动铜仁文化旅游焕发新活力。

“十三五”期间，除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外，前四年接待省内外游客人次、旅游总收
入均保持 20%以上增速，2018 年、2019 年入
境过夜游增速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文旅相生展魅力

秋日，万山区谢桥街道牙溪村，古朴小桥，
淙淙溪流，精品民宿鳞次栉比，古居古巷交织如
网，都市游客漫步其间，寻味故园乡愁。

站在民宿“清馨幽舍 6 号”，村民张兴启
激动地说：“党的政策好，打造牙溪生态农
场，让空置的老屋成为精品民宿，村民靠吃旅
游饭致了富。”

牙溪村是侗族文化村落，风景优美，人文
厚重。过去因交通不便，丰富的旅游资源紧锁

“深闺”，青壮劳力纷纷外出。山村凋敝落寞。
2018年，苏州苏高新股份公司和牙溪村结

下帮扶情缘，该公司投资将牙溪村村民闲置房
屋改造成精品民宿，打造以田园风光为韵、以村
落民宅为形、以生态农业为基的生态农场。

生态农场名声大振，引来都市旅游，村民
吃上旅游饭。目前，通过土地流转、房屋租赁
等方式，牙溪村 107户居民每户年均增收 1.8万
元以上，牙溪村“突围”，实现华美转身。

生态农场带领乡村“突围”，只是民宿产
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样板。铜仁通过人才培

训、等级评定、品牌推广、业态催生等举措，
不仅带动项目增效、推动服务优化、驱动质量
提档、拉动消费升级、促动产业融合，更成为
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热点和消费增长点。

数据显示，当前铜仁市民宿超过 500 家，
床位数3200余张，共创建标准级以上乡村旅游
客栈 102 家，其中，精品级乡村旅游客栈 12
家、优品级乡村旅游客栈35家、标准级乡村旅
游客栈 55 家；标准级以上农家乐 （经营户）
224家，其中，四星级农家乐48家、三星级农
家乐 176家。今年已向上申报省级重点特色民
宿7家，甲级民宿 1家、乙级民宿 1家、丙级民
宿 3家，带动就业达 1900人，有效激发了乡村
动力，助力乡村振兴。

让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新支点。铜仁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按照“农业园区化、
园区景区化、农旅一体化”发展思路，以创建
全域旅游示范区为载体，不断丰富乡村内涵，
形成农业农村与旅游融合的发展格局。

打造了一批国家级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及

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村。如石阡县佛顶山
村、松桃自治县薅菜村已被纳入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名录。今年已创建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
镇 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 3个、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 13 个，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33
个；标准级以上乡村旅游村寨 35 家，其中，
乙级乡村旅游村寨 21家、标准级乡村旅游村
寨 14 家；标准级以上乡村旅游客栈 13 家，其
中，优品级客栈 10家、标准级客栈 3家；三星
级以上农家乐 （经营户） 55 家，其中，四星
级农家乐21家、三星级农家乐34家。

激发新动力，乡村旅游助振兴。铜仁还精心
建成了串联梵净山 5A 级景区和中南门历史文
化旅游区的黄金旅游带——乡村振兴示范带。

乡村振兴示范带集乡村旅游、户外运动、康
养娱乐、休闲度假、体育赛事等业态于一体，依
托沿线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村古寨，打造了一
条全长 43公里的“智慧马拉松赛道”，达到了山
水相依、景田相望、农旅相生、文旅相融的效果，
成为全市文化旅游龙头品牌的战略连接线。

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不仅为
乡村带来兴旺人气，还赋能乡村发展。预计，
铜仁今年全年乡村旅游及民宿将接待游客
350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180亿元。

乡村旅游助振兴

“梵净山、朱砂古镇、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
区，去了好多景点，每个景点都各有特色，这
边不仅优惠活动多，服务质量也挺高，很不错
的一次旅游体验。”中秋小长假，铜仁各大景点
游人如织，当地秀美的自然风光及深厚的文化
底蕴，让广西游客张媛莉流连忘返。

“时隔五年再游铜仁，感觉这边变化挺大的，
景区服务更加智能化、旅游设施配套也完善了不
少，当时没听说过铜仁城区内有什么好玩的地
方，所以直接去了湖南凤凰古城，这次和朋友逛
了一圈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感觉还不错，挺
有特色的。”朝登梵净山赏自然风光，夜至中南门
品人文古韵，此番铜仁之旅让张媛莉直呼过瘾。

游客满意度提升的背后，蕴藏着铜仁市推动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近年来，该市围绕

“一区五地”奋斗目标，按照“市级抓龙头、区县抓
精品、乡镇抓特色”的工作思路，发挥生态优势强
旅游，大力推进旅游产业化，将梵净山文化旅游
创新区作为龙头打造，全力实施“旅游+”发展战
略，旅游业持续井喷发展。

创新机制，深化改革。铜仁市通过抓龙头
拉动“产业链”、抓精品擦亮金招牌、抓特色释
放新活力，并先后印发 《铜仁市全域旅游发展
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等政策文件，进一步深化
旅游体制改革，激发旅游产业发展活力。

完善基础，打造品牌。随着交通大动脉不断畅
通，铜仁与各大旅游客源市场的旅游经济距离不断
缩短，该市先后提级梵净山环线、江梵复线等旅游
公路，开通机场、高铁站、主城区至市内重点景区及
各区县通达辖区景区专线班车，并扎实推进旅游厕
所建设，为铜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促进融合，丰富业态。铜仁市着力推进
“旅游+”“+旅游”融合发展，催生了一批文旅
新业态，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大力培育文化旅

游消费新热点，铜仁市打造了温泉康养旅游产
品、培育具有铜仁城市个性的夜间品牌等内涵
丰富、体验性参与性娱乐性强、独具铜仁特色
的精品旅游产品，满足市场多样化消费需求。

优化服务，提升品质。铜仁市扎实推进
“智慧旅游”服务、着力强化旅游市场监管、着
力强化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在满足消费者需
求的同时，提升旅游满意度。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让铜仁成为中国最
美生态康养旅游名城、全球最值得到访的旅游目
的地之一。山与城的交融、水与景的呼应、仁与文
的共通，让“梵天净土·桃源铜仁”释放无限魅力，
美誉度、“打卡量”持续攀升。

“1处世界自然遗产地、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1个 A 级旅游景区、
14个剧场、1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7 个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4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28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一个个旅游景区景点，让铜仁市如一
颗璀璨的明星，在武陵山区绽放光彩。

“十三五”期间，铜仁旅游发展成绩斐然，
实现了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一举成名天
下知”的历史性跨越。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把发展文化旅
游产业作为守好两条底线和创建绿色发展先行
示范区的重大举措，在奋进的新征程上，铜仁
市深入实施“文化兴市”工程，按照“抓龙
头、连金线、带亮点”思路，以梵净山文化旅
游创新区为龙头，以办好“旅游两会”为契
机，紧扣全域融合发展，全力推动旅游产业化。

今年 1至 8月，铜仁市共接待国内过夜游客
1259.64万人次，同比增长 27.77%；1至 8月限上
住宿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7.8%，1至 7月规上娱乐
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153.1%。

梵山净水谱新篇

“全力推动旅游产品供给、旅游经济总量、
旅游品牌创建实现新跨越，以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今年 7月，铜仁市
召开旅游产业化推进大会，为推动旅游产业升
级吹响了冲锋号，发出了最强音。

奋力推进文化旅游胜地建设实现新跨越，
铜仁市以旅游产业化推进梵净山文化旅游创新
区与黔东工业聚集区、乌江生态经济融合区协
同发展，形成山水相依、景田相望、农旅相
生、文旅相融，旅游市场化程度更高、产业化
全面推进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着力加快旅游承载主体建设，实现旅游产
品品牌化，铜仁市大力推进新景区开发、老景
区提档升级，实施旅游景区倍增计划、旅游度
假区提质计划、文化旅游消费聚集区成长计
划，以品牌创建提升承载主体的市场竞争力。

着力打造主题旅游线路，实现旅游产品供给
精品化，铜仁市通过突出当地地域人文、山地自然
资源特色，规划设计以梵净山文化旅游创新区为核
心，红色文化、民族文化为内涵，山地户外体育运
动为补充，“春踏青赏花、夏纳凉度假、秋采摘体
验、冬览雪泡泉”为支撑的铜仁旅游精品线路，为
市场提供精品旅游产品。

着力拓展旅游客源市场，实现游客客源多
元化，铜仁市通过开通国际旅游航线、投放境

外宣传片、加强与涉外机构合作，着力开发境
外客源市场；通过落实优惠政策、实施精准营
销、举办专题活动，大力拓展国内重点客源
地；通过加大区域旅游合作，共建旅游精品线
路，全力巩固省内及周边客源市场。

着力推进旅游商品研发，实现旅游商品特色
化，铜仁市充分利用当地地标特点，以及铜仁民族文
化元素、农特产品等资源优势，加大旅游商品的研
发、设计、包装，开发具有铜仁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
传统手工艺品、文化创意产品、旅游纪念品、特色食
品、土特产为主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消费。

着力培育壮大旅游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
规模化，铜仁市走全社会办大旅游的路子，促进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联动，尊重企业主体地
位，突出政府服务功能，发展壮大旅行社、旅游酒
店、旅游商品体验店等旅游市场主体，成为推进
铜仁旅游产业化的排头兵、领头雁。

同时，为增强旅游发展体制机制的协调
性，推动形成共抓旅游产业化工作合力，铜仁
市通过强化组织保障、强化资金保障、强化用
地保障、强化人才保障、强化政策保障等，为
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铜仁市共有旅游市场主体 26166
家，已初步形成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康体
休闲、健康养生等为一体的旅游产业体系。

提质增效开新局做特红色文化资源，打造铜仁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图为群众在木
黄会师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印江自治县委宣传部供图）

碧江区打造许韵兰公共阅读空间让市民畅享悦读。 杨聪 摄

铜仁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夜景。 彭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