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崀山旅游与精准扶贫来场“美丽邂逅”，生态文化与产业发展演绎“经济大戏”。
近年来，邵阳市新宁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和乡村旅游这一目标，更新理念，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根据当地独特的地脉文脉，立足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将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扶贫相结合，大力实施文化旅游发展战略，旅游基
础设施日趋完善，旅游项目建设全面推进，形成了“产业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扶贫”齐头迈进的强劲势头。

9月15日，刚刚晋级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崀山，迎来了上海、广州、武汉、重庆、山东、深圳等地的游客3000多人，以一场别致
浪漫的“花好月圆，梦圆崀山”音乐晚会，在崀山共度中秋佳节。

崀山旅游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不仅为各地游客奉上了一道道旅游“大餐”，更为当地群众打开了脱贫致富的大门，旅游产
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崀山戴先生农家乐。 杨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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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
让旅游“强”起来

如何把旅游业打造成新宁最
重要的支柱产业？ 如何做好后申
遗时代崀山的保护和发展文章？
新宁县将旅游产业定位为该县在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最有条件率先
崛起的优势产业， 把发展旅游产
业作为调结构、稳增长、富百姓的
重要抓手。

在把湖南建设成为旅游强
省， 把邵阳建成世界著名的旅游
胜地的征程中，崀山人把构建“北
有张家界、南有崀山”湖南旅游发
展新格局作为孜孜不倦的追求。

2010年8月，崀山成功列入世
界自然遗产名录， 同年成功创建
邵阳第一个国家4A级景区；2013
年10月， 崀山创建全国旅游标准
化示范县顺利通过验收， 同时列
入了全省第一批文化旅游特色县
域经济重点县。

2013年初， 新宁县委、 县政
府站在新起点， 提出了建设湖南
旅游产业南大门的战略定位，按
照这一目标全面推动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二次创业”。

建索道、创5A，景区设施大提
质；通高速、扩城镇，基础条件大
改善；抓改革，强管理，经营水平
大提升， 崀山发展的步伐迈得坚
实有力，铿锵有劲。

练足内功，厚积薄发；九层高
台， 起于垒土。 崀山一步一个脚
印，凭着多年不懈的努力，从一个
“农民公园”演变成“世界公园”，
把“崀山标准”写进了旅游“5A国
标”序列，用智慧和汗水托起了湘
西南最闪耀的一颗旅游明珠。

【精心打造】
让景区“美”起来

“我这是第三次游八角寨景
区，第一次是慢慢地攀爬，第二次
是坐马上山，今天是乘缆车观赏，
每次感觉不同， 这次看到了以前
没法看到的风景。”来自香港的游
客刘先生一脸的兴奋。

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
县，是该县站在长远角度、战略高
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新宁旅游
的第二次创业。 新宁旅游要实现
转型提质和可持续发展， 崀山要
擦亮“世遗”金字招牌，这是一条
必由之路。

2012、2013年，新宁县先后跨
入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 湖南
省文化旅游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
行列，随后该县乘势而上，全力推
进崀山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工作。

投入1.6亿元资金对崀山景区
进行全面升级提质， 现已建成使
用崀山游客中心， 景区电子门票
“一票通”管理系统以及景区环保
观光车站点；严格执行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标准， 增设崀山旅游全
景图、导览图、安全标识、景物介
绍、 温馨提示等标识标牌2000多
块； 总投资4200万元崀山八角寨
索道建成营运。

同时新建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3个，制作完善了旅游休闲符号和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打造“智慧崀
山、数字新宁”，目前部分区域免
费wifi信号已开通。景区还新建、
改造三、四星级旅游厕所22座，景
区垃圾处理做到了“日产日清”并
及时清运下山。 在景区公路设置
了不锈钢安全防护栏， 成立了专
门的紧急救援机构， 每个景点设
立了医疗救治点， 配备了专门的
医务人员和急救设施， 并与110、
120、122、119实施联动。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
旅游六要素，大力发展旅行社业、
旅游饭店业、旅游运输业、餐饮美
食、休闲娱乐、商务会展等旅游产
业，推进提质升级。共发展旅行社
15家，组建了旅游车队、旅游购物
中心、旅游商品生产企业，旅游从
业人员达到5.5万人。

基础上档升级， 景区焕然一
新。 同时该县还整合县域旅游资
源，以崀山为“主体”，舜皇山和黄
金牧场为“两翼”，联动主要乡镇，
加快开发休闲、度假、商务、 红色、
文化、探险、生态、乡村等旅游产

品， 形成县域内多个旅游景观单
元。

现在，走进新宁，走进崀山，
穿过时光隧道能见到新宁不老的
千古文化， 观赏崀山的山水能感
受生态旅游的别样魅力， 身在这
方山水会被古老沧桑所牵挂，被
淳朴的乡情所缠绕。

【扩大宣传】
让品牌“响”起来

“太好玩啦！真过瘾啊。”今年
7月30日晚，崀山北大门内广场欢
声笑语， 热闹非凡。“香港崀山旅
游专列欢迎仪式暨瑶王宴篝火晚
会” 在这里隆重举行，500余名香
港游客一边体验瑶王宴的美味，
一边载歌载舞，兴奋不已。

“瑶王宴”是新宁瑶族最隆重
的待客习俗之一，包括拦门酒、瑶
王宴、 劝酒歌、 摇摇舞等多个环
节。席面上除油茶外，还有十二道
丰盛的佳肴。 瑶家姑娘们手提特
色米酒，唱着劝酒歌，一桌一桌的
敬酒， 随后围绕着客人跳起摇摇
舞。整个“瑶王宴”民族色彩浓郁，
气氛热烈，

近年来， 该县按照“旅游立
县”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旅游发展
“二次创业”，以崀山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为契机， 先后投入10
多亿元， 对景区的服务质量与环
境质量进行全面升级。

同时，按照“深耕省内，炒热
武广，进军沪昆，打通港澳，触及
韩台”的总体思路，深度挖掘民族
文化，强化宣传营销力度，全力塑
造世遗崀山、 浪漫崀山、 清凉崀
山、快乐崀山、人文崀山五大形象
品牌， 景区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
提升。崀山先后获得“全国十大旅
游景区”、“中国自驾旅游最佳目

的地”、“最美中国生态旅游目的
地”、“全国文明单位”、“世界外交
官旅游休闲基地”，以及“香港游
客最喜爱的度假景区” 等荣誉称
号。

紧紧围绕“奇美邵阳、浪漫崀
山”的整体形象，多措并举狠抓精
准营销。通过建设宣传平台、策划
宣传活动、编制宣传资料、开展节
会营销等多种途径来扩大新宁旅
游对外影响力。 精心制作了宣传
画册、形象宣传片、地图和旅游指
南， 全方位展示崀山旅游的奇美
特色。

为使崀山旅游产业发展步入
快车道，该县先后承办“2014年中
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开幕式”、“环
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崀山
‘11.11’光棍节”和“浪漫崀山，一
恋万年”浪漫夜会等一系列活动，
极大地提升了景区的知名度、美
誉度和市场影响力。

时下， 全国媒体精准扶贫崀
山行大型宣传采访活动正在启
动， 在10月底11月初湖南乡村旅
游节也将在新宁举行， 随着这两
项今年崀山最大的亮点活动举
办， 崀山又将站在全国聚焦的舞
台中央。

【旅游扶贫】
让群众“富”起来

“我们镇里环境干净整洁，加
上天然的崀山美景， 是一个生态
休闲的好地方。 现在前来崀山旅
游的游客越来越多， 生意也越来
越好了。”崀山镇生态农家乐“戴
先生酒庄”经营者戴顺友说。他的
农家乐因价格较实惠， 且饭菜极
具本地特色，所以很受游客欢迎，
旅游旺季游客每天爆满。

戴先生经营农家乐致富，这

只是当地百姓旅游扶贫的一个剪
影。 随着崀山旅游事业的发展壮
大， 越来越多的原住民收获到了
旅游带来的“红利”，越来越多的
村民吃上旅游饭，已促进5个贫困
村出列，近600贫困人口脱贫。

“不能守着美景受穷。”旅游
扶贫工作是崀山镇精准扶贫的
重点工作， 该镇突破景村“界
线”，实施春花秋色工程，租用景
区贫困村荒山、荒坡500余亩，投
入150万元左右栽种各类苗木，
既实现了春有花、 秋有色， 崀山
处处美如画的效果， 也为原住民
增加了收入。

原住民是旅游景区的“第一
主人”。景区在员工招聘中制定了
专项优惠政策， 景区管理岗位原
住民比例占50%以上；景区摊点、
卫生保洁、保安、护林防火等服务
和公益性岗位必须在原住居民中
安排， 建立了78人的保洁队伍和
26人的保安队伍。 通过让原住民
直接就业，参与管理服务，进一步
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促进
了景区和谐发展。

积极推动餐饮、住宿、养殖、
交通、 购物等旅游服务产业的发
展， 让原住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
土的情况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目前景区农家乐有160余家。

该镇还积极开发旅游特色产
品，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围
绕景区千亩油菜花、万亩脐橙花、
200多亩薰衣草、100亩玫瑰花与
崀山铁皮石斛、竹筒酒、瑶王宴等
做文章，让原住民通过租赁土地、
种养、 制作、 销售等方式获取收
益。 这些， 拓宽了原住民增收渠
道，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
了景区村脱贫致富， 探索出旅游
脱贫的新模式。

旅游扶贫新写意
———邵阳新宁以崀山旅游发展带动产业扶贫走笔

崀山特色民俗文化———拦门酒。 杨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