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赋能，“静安 ·夷陵号”
小火车拉来大产业

“这一趟旅行， 看到了浪漫的百里
荒、 灵秀的三峡人家、 壮丽的三峡大瀑
布和宏伟的三峡大坝， 这里风景秀美、

文化底蕴深厚、 人民好客， 以后我还要
再来！” 5 月 25 日 19 时 10 分， 上海市
民周先生乘坐首趟 “静安·夷陵号” 旅
游专列顺利返回上海， 与 400 余名游客
一起带着美丽的夷陵记忆满载而归。 这
次 3 天 4 晚的夷陵专列之旅， 是上海对
口支援三峡库区 29 年来首趟旅游专列，

是夷陵区与静安区积极响应湖北省代表
团在上海市考察推动沪鄂文化旅游合作
重要举措。

10 月 18 日 ， “静安·夷陵号 ” 旅
游专列再次发车 ， 全列软卧 ， 专车专
铺， 四人包厢， 夕发朝至， 轻松舒适，

安全放心， 沪上游客将品味地方美食，

参观三峡工程， 领略峡江文化， 感受热
情浓郁的土家风情。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 上海
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十分看好夷
陵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 有望与夷陵
区进行深度合作。副总经理李莉表示，夷
陵自然风光秀美，旅游线路品质非常高，

无论是五星级酒店还是餐标都超乎想
象。 游览的景点彰显了夷陵特色山水文
化，深受上海市民欢迎。 李莉表示，今年
将通过上铁国旅各类宣传平台推介夷陵
精品旅游线路，开行更多特色旅游专列，

架起静安夷陵相互交流的桥梁。

除了圆满成功的 “静安·夷陵号”，

石牌抗战纪念馆扩建规划建设也将成为
沪夷文旅合作的另一项重大探索。

石牌保卫战展现出了中国军民众志
成城抵抗侵略的决心和民族精神， 石牌
保卫战纪念馆的扩建， 就是对抗战历史
的尊重和学习， 以史为镜、 以史为鉴、

以史为师， 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 民族
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上海将纪念馆建设
上的文化理念、 管理模式、 使用方式传
递到夷陵 ， 进一步提升纪念馆展陈设
计 ， 把石牌抗战纪念馆建设成湖北乃
至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块金字招牌，

建设成上海和夷陵文化旅游互融合作
的典范。

夷陵区文化底蕴深厚、 旅游资源丰
富， 现有旅游景区景点 48 处， 坐拥三
峡大坝、 三峡人家 2 家 5A 级景区， 三
峡大瀑布、 百里荒景区等 6 家 4A 级景
区， 先后获评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 ”“‘美丽中国 ’ 全国十强旅游县区 ”

“中国最佳宜居宜游旅游名区” 等荣誉
称号。 独具特色的山水生态资源孕育和

滋养了丰富的生态农产品， 蜜橘、 茶叶
等特产远销国内外， 夷陵更享有 “橘都
茶乡、 酒城桃源” 美誉。

当前， 夷陵正响应宜昌市委六届十
五次全会关于建设世界旅游名城的要
求，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迫切期待早日
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由过境地
向目的地、由资源消耗型向高端高效型，

由卖山水向卖文化、 卖体验等转变———

强化“用户思维”“游客体验”，把文化旅
游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打造，持续提升“吃
住行游购娱”服务水平，真正让游客进得
来、留得住、不想走、还想来；瞄准高端市
场、 高净值人群， 深化旅游业供给侧改
革，提高关键产品对高端客户的粘性；突
破性开发满足新兴消费需求、 具有国际
水准的主题乐园， 加快发展城市和乡村
度假，精准高水平开展国际国内营销，尽
快推出爆款产品……

而上海， 恰恰拥有着夷陵缺乏的科
技资源、人才资源、文化资源，这些“软实
力” 必将在助力夷陵文旅振兴的道路上
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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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夷：以文旅新动能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是三峡工程所在地。 自上世纪 80 年
代三峡工程筹建伊始， 夷陵即启动了移民搬迁安置工作。 夷
陵是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最早、 就地就近安置移民最多、 移
民结构最复杂、 安置难度最大的县市区。

上海、 夷陵因三峡工程而牵手。 1992 年， 上海市积极
响应党中央、 国务院号召， 开始了 29 年的倾情帮扶。 结合
夷陵所需、 上海所能， 重点围绕夷陵区三峡坝库区移民生产
生活， 上海在产业转型、 民生保障、 社会事业等方面给予帮
扶， 坝库区移民 “搬得出、 稳得住、 逐步能致富”， 极大推
动了夷陵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 ， 双方积极探索创新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新机
制 ， 从单向项目资金扶持 ， 逐步向经济协作 、 结对共建 、

人才培育 、 生态化产品共享及社会各领域交流合作等双向
合作共赢转变 ， 真正做到 “双向互动 、 全面合作 、 共同进
步、 共赢发展”。 “上海对口支援夷陵将重点通过扶持文化
旅游等相关产业 ， 建设乡村振兴示范点 ， 打造绿色生态文
化精品旅游线路 ， 吸引更多游客 ， 以文旅新动能增强夷陵
内生发展动力。” 上海市第十五批援夷陵干部、 夷陵区委副
书记赵峰说。

民生为本，大力推动
特色富民产业发展

29 年来，上海共援建夷陵区对
口支援项目 513 个，委派挂职干部

15 批 24 名， 为夷陵培训各级人才

6800 余人次，帮助引进经济合作项
目 21 个， 在夷陵大地随处可见上
海印记。

走进东湖初中，簇新亮丽的教
学楼 、干净整洁的操场 、绿意盎然
的走廊，赏心悦目。 东湖初中校长
程易何介绍，学校由上海高等教育
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教学楼由静
安区援助建设 ，2014 年 3 月开建 ，

2017 年 7 月交付使用 ，“我们学校
和当地原有的学校不同，楼栋之间
有连廊贯通，学生课外活动非常方
便 ，而且绿化面积很大 ，突出了学
校‘生态立校’的主题。 ”在学校的
智慧教室里，每名学生都配有一台
平板电脑； 运用智慧教学系统，老
师既可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情况，

又可与上海进行远程教学的对接。

在帮扶过程中，上海重点围绕
夷陵区三峡坝库区移民生产生活，

加速提升了教育、医疗、卫生、养老
等民生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帮助解
决“吃水买菜”“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 ”“幼有所教 ”问题 ，为夷陵如期
实现全面小康提供了强大助力。

从乡村振兴的新起点出发，在
前期充分调研、 反复论证基础上，

今年共安排援夷项目 14 个， 项目
更聚焦、目标更明确、靶向更精准，

重点围绕乡村振兴 ， 聚焦农旅融
合、突出产业发展。

小溪塔官庄柑橘加工产业发
展项目便是其中的代表。

金秋十月，橘红飘香。 漫步在
小鸦路沿线百里精品柑橘走廊，放
眼望去，一串串黄澄澄的柑橘挂满

了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树枝，

在绿叶掩映下熠熠生辉。 橘农欣喜
地忙碌在田间地头， 处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作为全国知名的 “橘都茶乡”，

夷陵区柑橘种植历史悠久， 现有面
积 33.5 万亩， 年产量稳定在 70 万
吨以上。 这里刚刚举办了第八届湖
北宜昌（夷陵）柑橘节，以橘会客、以
节促销、橘旅融合，搭建起企业、客
商和市民的交流平台， 该区把柑橘
节办成了广大客商、 市民和橘农的
节日，有效促进了橘旅融合发展，先
后荣获 “中国柑橘之乡”“中国早熟
蜜柑之乡”“全国柑橘产业三十强”

等荣誉称号。

这里的第一产业已经相当成
熟， 目前形成了以官庄为核心的千
亩宜昌蜜橘现代化生产基地， 以宋
百路环百里荒旅游干线为核心的现
代生态橘园， 以小鸦路沿线为核心
的万亩精品柑橘走廊， 精品果园建
设经验在湖北全省推广。

而深加工的发展， 则有望进一
步推动柑橘产业从 “一粒种子”到
“一杯橙汁”转变。未来，这里还将推
进橘旅融合，以官庄村为核心，深度
挖掘、 保护和传承宜昌蜜橘农耕文
化， 按照 4A 级旅游景区标准打造
官庄三峡柑橘公园。可以看出，项目
将助力夷陵进一步推进柑橘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柑橘产业从
“榨干吃净”向“一网打尽”升级。

上海援夷干部吴鸿波表示，这
些产业发展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
强化夷陵特有资源禀赋优势， 促进
文旅融合发展， 形成以点带面的引
领示范效应， 带动更多移民增收致
富。

畅通循环，着眼长远
促进交流协作走向深化

随着对口支援工作转向聚焦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扶智” “扶志” 工作被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 上海在持续不断 “输血” 的同
时， 在产业扶持方面给予支持， 不断增
强夷陵发展 “造血 ” 能力 ， 从 “软实
力” 着眼， 激发脱贫人口的内生动力，

这比单纯的物质帮扶更难， 也更加立意
长远。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夷陵更希望
学习上海的先进理念。” 夷陵区对外交
流合作办主任李科望认为， 让上海的新
技术 、 新方法 、 新理念在夷陵生根发
芽， 关键在于对口资源平台的搭建和人
才的培养。

“2014 年和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

织联合会接触前， 我一直在亏钱， 前期
投入有 100 多万元。” 湖北宜昌夷陵区
三峡·艾牵花绣传承人谢蓉表示， 2012

年， 她自主创业， 向参观三峡的游客兜
售彼时流行的十字绣， 却生意惨淡、 入
不敷出 。 2014 年 ， 谢蓉和其他 5 位村
民， 受邀来到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
合会参加培训。 “到了上海， 感觉一下
子眼界全部打开了， 不能人家卖什么、

我们也卖什么！” 她介绍说， 社联的老
师鼓励她们挖掘当地特色， 比如， 开发
当地非遗技艺 “牵花绣”， 并以 “长江
鱼王 ” 中华鲟为原型 ， 填充本地产的
艾草 ， 做成特色旅游纪念品 。 颇受市
场欢迎。

在开创合作交流新局面的过程中，

上海与夷陵将在畅通经济循环上加强
协同 ， 在扩大开放上深化合作 ， 把对
口地区的内陆开放优势与上海全球资
源配置功能 、 开放枢纽门户功能紧密
结合起来， 共同发挥好枢纽、 平台和通
道作用。

去年 8 月，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交所主板市场，

这标志着夷陵区 20 多年来孜孜以求的
“上市梦” 逐渐成为现实， 夷陵区终于
拥有了首家 A 股上市公司。

夷陵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均
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为夷陵
上市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希望有更
多中小企业学习取经， 在高端资本市场
趟出一条新路子。 当地干部热切期盼，

沪夷两地在更多领域、 更加深入地推动
对口协作。

上海， 东方明珠， 屹立于长江入海
口 ； 夷陵 ， 高峡平湖 ， 三峡大坝所在
地。 千百年来， 沪夷因长江紧密相连；

现如今， 对口帮扶共同谱写出 29 载的
壮美华章， 深情厚谊因传承更为紧密。

夷陵， 三峡大坝所在地， 如今正以绿色发展引领产业跃升。

夷陵柑橘产业加速走向 “一二三” 融合。

▲上图 ：农

旅融合助推乡村

发展。

中 图 ： “静

安·夷陵号”的开

行进一步拉近了

沪夷两地的心。

下图： 夷陵

区上海市援建三

峡就业基地受益

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