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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巫山如何变“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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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畅外联交通大网络的构
建，巫山旅游将实现华丽转身，
形成真正的大旅游格局。

按照巫山县委、县政府制订
的全域旅游规划，将把全县
2958 平方公里作为一个大景
区、一个国家公园、重要旅游目
的地来打造，明确提出构建“一
城两轴三片十一廊道”全域旅游
新格局。

“一城”即依托“两江四岸”
及琵琶湖、凝翠湖两大湖泊，打
造“红叶恋城”集散中心。

“两轴”即以长江为轴，打造
世界级山水峡谷、高峡平湖、云
雨奇观旅游精品带；以大宁河为
轴，打造亲水观光、民俗风情体
验和三峡腹地原生峡谷群落带。

“三片”即以神女景区南北
环线为核心的东部神女文化旅
游片区；以小三峡、当阳大峡谷
为核心的北部峡谷群落旅游片
区；以龙骨坡遗址、大溪艺术小
镇为核心的西部远古科考旅游
片区。

“十一廊道”即打造集交通
串联、旅游服务、休闲观光于一
体的11条旅游景观廊道。

到2020年，巫山县将形成小
三峡·小小三峡、神女景区、当阳
大峡谷3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和一大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旅游景区和配套设施的
建设中，巫山充分挖掘“神女文
化”和“巫文化”，下足了“绣花功

夫”。在神女景区北环线沿线的
观景平台，融入了“相遇、相识、
相知、相恋、相守”等元素打造的
巨型手势雕塑即将与游客见面。

在通往巫山机场的公路上，
沿线的山坡立面将围绕巫山的
文化进行设计，旅客站在步道上
可远望巫峡、奉节夔门的景色，
体味浓浓的“巫文化”。

李春奎认为，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对巫山来讲，发展旅游
是立足“两点”、建设“两地”、实
现“两高”的题中之义和必然之
举，是赢得优势、赢得主动的当
下之需和长远之策。随着交通
瓶颈的不断突破，巫山旅游业的
发展也将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巫山
人正发扬钉钉子精神，从战术上
精准发力，大刀阔斧打造巫山旅
游业发展升级版。到2020年，
旅游产业将成为巫山县战略性
主导产业，年接待游客2000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效益70亿
元，景区购票人数突破160万人
次，旅游业对全县GDP的综合
贡献率达15%以上，旅游新增就
业占全年新增就业的20%以上。

李春奎说，历史长河中，巫山
旅游如“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
山不是云”般独特；走进新时代，
巫山旅游正经历“桃红李白竞争
妍，万山磅礴看主峰”的考验；展
望新征程，巫山旅游如“神女应无
恙，当惊世界殊”般可期。

全域旅游
“一城两轴三片十一廊道”

7月3日，蓝天白云下，一条宽阔平
整的跑道向远方延伸，工人们正在进行
跑道路面施工，不远处的航站楼已经完
成基础及钢结构施工，这个在海拔1773
米上建造、被称作“云端机场”的巫山机
场已见雏形。

“看到机场一点点建起，心里就有
了干劲儿。”说起巫山机场，机场工程管
理员覃强林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覃强林是巫山当阳人，他告诉记
者，以前他从当阳到巫山县城单面车程
就要5个小时，更别说出巫山到其他地
方，“大家对改变交通的渴望太强烈
了。每次回家朋友们都会问我机场的
建设进展，现在每天也有当地人上山观
光，关注机场的建设进度。大家都期盼

着巫山机场建成，坐着飞机，飞出大山，
同时也迎来八方客人。”

巫山机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廖浩
波介绍，目前巫山机场飞行区已开始混
凝土道面施工，航站楼已经完成基础及
钢结构施工，楼内墙体砌筑正有序推
进。计划明年上半年通航，先期开通重
庆、烟台两条航线。未来还将逐步开通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昆明、贵阳
等旅游城市航线，串起一张空中旅游网。

“围绕大旅游进行的交通建设，是
巫山当前和今后几年的一场硬仗。”巫
山县交委主任李元华说，巫山正全面提
速打通对外连接通道，未来3年，巫山将
初步形成以“七横三纵三港一场八环线
八中心”为主的立体交通网络。在对外

交通网络建设上，将建成巫山机场、郑
万高铁巫山段、两巫高速（巫山至巫溪）
巫山县城至大昌段，开工建设巫山至建
始高速、两巫高速大昌至巫溪段，完成
巫山至万州南线高速公路的前期工作；
建成巫山港、抱龙港，加快大溪港建设。

其中，郑万高铁正在加紧建设中，
全线建成后，将实现京郑渝昆高速铁路
全线贯通，从巫山坐高铁到重庆主城只
需2.5小时左右，到郑州只需4小时左
右，到北京也只需6小时左右。

两巫高速巫山县城至大昌段已开
工，两巫高速全线贯通后，从巫山可一路
北上，打通前往西安、银川等地的通道。

“巫山‘水陆空铁’立体交通体系正
日渐形成。”巫山县副县长黄勇说，以前
游客到巫山主要通过水路，以过境游为
主。随着巫山立体交通的形成，游客可
通过高速路、高铁、飞机等多种方式到
达巫山，停留时间更久，巫山旅游也将
向目的地游升级。

对外交通
“水铁公空”立体交通体系初显3

安静村之于巫山，正如巫山之于重庆。
安静村的蝶变，正是巫山县“旅游+

交通”融合发展，全力打好“三峡牌”的
一个缩影。一手抓旅游，一手抓交通，
让旅游和交通同频共振，已成为县委、
县政府的共识。

站在即将通车的神女景区北环线
公路上，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遥指远
方。但见群峰起伏，白云徘徊，一江流
碧，宛如仙境一般。“巫山的山水便是巫
山县经济发展的‘聚宝盆’！”

李春奎说，近年来，巫山县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历届县委、
县政府的推动下，旅游业已成为全县的
战略性支柱产业，三峡红叶节也成为了
新的旅游品牌。

在李春奎看来，一方面必须坚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保护好一
江碧水、两岸青山，把巫山壮美的大山
大水转换为发展中的真金白银；另一方
面，要在交通上狠下功夫，尽快补齐短
板，对外打通外部交通“大动脉”，对内
疏通内部交通的“毛细血管”，让快捷的
交通激发旅游业的内生动力。

巫山县县长曹邦兴介绍，今年巫山县

要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实现年
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效益60
亿元，基本建成国际知名现代化旅游城市。

具体来说，就是打好“六张名牌”，
建成“六大目的地”。一是打好“三峡
牌”，建成国际知名全景体验旅游目的
地；二是打好“红叶脆李牌”，建成国际
知名康养度假目的地；三是打好“神女
牌”，建成国际知名爱情旅游目的地；四
是打好“两遗牌”，建成国际知名探秘溯
源目的地；五是打好“云雨牌”，建成国
际知名电影取景和摄影写生创作目的
地；六是打好“山地牌”，建成国际知名
户外运动首选旅游目的地。

围绕这“六张名牌”“六大目的地”，巫
山县三年的交通建设提升行动全面铺
开。未来三年，将完成交通建设投资200
亿元，基本建成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

形成共识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谋划与行动2

巫山红叶闻名遐迩。每年11月，漫山的红叶将长江巫山段的高山峡谷染成一片火红。
这些年来，巫山的山川美景和每年一届的三峡红叶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今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曾饶有兴味地询问巫山神女峰和长江三峡中巫峡段的位置。总书记

还微笑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红遍全国的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说的就是三峡红叶，景色很美！
长江母亲河的孕育，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造就巫山神奇的山水，催生灿烂的文化，发展旅游具有独特的优势条件。
巫山人意识到，将巫山的山水之美“和盘托出”，需要在交通上狠下功夫。巫山县委、县政府树立了“交通围绕旅游转”的大思

路，一方面建设“水铁公空”，打通外部交通“大动脉”；一方面疏通内部交通“毛细血管”，将区域景点串珠成链。
如今，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千年美景正焕发新风采、展现新魅力。

见到赵本坤时，他正与妻子在自家
农家乐招呼来吃午饭的客人。这天中
午他们迎来三桌城里的游客，夫妻俩忙
前忙后，笑容灿烂。

赵本坤是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
人，2016 年，他带着外出打工挣得的
收入回到家乡开农家乐，本是想当作
一份“副业”简单经营。但今年，他决
定再也不出去了。做出这个决定的重
要原因是，村里正大力发展旅游业、打
通交通瓶颈，他想在家乡找到自己下
半辈子的事业。

和巫山的许多偏远山村一样，多年
来因为道路不通，地势险峻，安静村始
终与“偏远”这个词紧紧捆绑在一起。
闭塞的信息、单一的产业，村民们被贫
穷和落后死死地扼住命运的咽喉。

而双龙镇，更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

穷，是因为安静村处在高山峡谷之
中；但脱贫的希望也蕴藏在这些高山峡
谷之内。

双龙镇党委书记易前聪告诉记者，

双龙镇虽山多且陡，但是具有独特的高
山峡谷风光，又有大宁河流过，加之地
处国家5A级景区小三峡腹心地带，旅
游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安静村，拥有
云顶、鱼头湾两大自然、原始的风景区。

在安静村村支书赵长保带领下，记
者沿登山步道前往鱼头湾景区。从山
上向下望，不仅可看到鱼头湾全景，还
可俯瞰部分小三峡美景。

修路，作为双龙镇脱贫致富、发展
旅游的头等大事，被提上日程。

全镇原有443公里泥巴路，5年前
硬化率只有15%。这一年多来，县委
县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目前硬化
率已达到 50%，仅今年就要硬化 120
公里路，到年底硬化率达到75%，实现
每个社都通硬化公路。其中，安静村
今年新修公路9公里，硬化道路21公
里，已实现社社通。

对外，巫山县正紧密开工，计划打
通三条隧道，修建从巫山县城到大昌的
高速公路。“这条高速路80%的路段都
在双龙镇辖区。”易前聪兴奋地说，高速

路2020年建好后，从巫山到双龙镇能
从现在的2个半小时缩短到半小时。不
止如此，这条路还是一条旅游景观路：
游客从县城出发前往双龙镇，在钱家坝
下道后，可体验空中悬崖观光。坐车不
到20分钟就可到达安静村，一赏鱼头湾
美景。

公路通了，脱贫致富的思路也活
了，被大山和观念阻隔的山村不再因循
守旧，“以前就算你说成一朵花儿，看到
这条泥巴路，老板都会打退堂鼓，现在
我们出去招商引资底气足了！”易前聪
说，镇里决心大力开发境内旅游资源，
打造以乡村旅游为主导的立体经济，让
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今年，镇里已引进史上投资最大的
两个旅游项目：耗资8000万元的天鹅
湖和大宁河沿岸滨湖休闲度假亲水旅
游线路。以后将与安静村的几个景点
串成一条旅游环线。

在旅游与交通利好刺激下，2017
年，双龙镇增加36个农家乐。赵本坤告
诉记者，他准备再投入几十万元，将农
家乐升级为“森林人家”，后山搞配套，
前院种花草，顶楼加装一层增加十来个
房间。

很快，安静村就将变得不再“安
静”。

交通之变
一个深度贫困村吃上旅游饭1

在打通对外通道的同时，巫
山内部的交通网络也步入建设

“快车道”。
在神女景区北环线，一条长

23余公里的旅游公路直通神女
峰景区梨树垭。记者在现场看
见，神女峰景区望霞片区游客中
心及配套设施工程、望霞索道工
程正在火热建设中。今年 10
月，游客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俯
瞰神女峰。

据介绍，待北环线建成后，
游客从县城出发，经神女天路
北线，沿途可赏巫峡烟云，到达
望霞游客中心后，可在此乘索
道下行，直达神女庙后山，再
沿着步道下行，至神女峰旅游
码头，乘船沿长江返回，形成
完整的神女景区首条水陆旅
游大环线。

在巫山县全域旅游的规划
中，未来3年，一条条旅游路将

把巫山的一个个景点串珠成链。
目前，巫山已建成210公里

生态景观公路，新规划的长江大
桥至文峰观景区连接道、曲尺至
哨路风情小镇、平河当阳大峡谷
经楚阳至竹贤、三合铺至神女峰
景区等一批旅游公路也已开工
建设。

按规划，到2020年，巫山将
建设旅游公路250公里、生态景
观路300公里，建成8条生态景
观旅游环线，生态景观公路达到
500公里以上，实现“1小时城景
通”“1小时景景通”。这也意味
着，今后在巫山县内旅游，无论
是从县城到景区，还是景区到景
区间，车程都将在1小时内。

再加上建设中的江东旅游
码头、高铁交通换乘枢纽中心、
江东客运换乘中心……到2021
年，巫山将全面实现交通与旅游

“无缝对接”和客运“零换乘”。

对内交通
2020年实现
1小时“城景通”“景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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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天梯”黄岩垂直电
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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