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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罗昌敏摄)

桃源，这座地处湘西北、西屏武陵山
脉、东抵洞庭湖区、南扼常德门户的小县
城，因陶渊明的不朽名篇《桃花源记》闻名
天下，萦怀千古的田园梦想在这里绵延开
来，风行华夏。

回眸以往，在发展的道路上，桃源农
业曾经创造了无数辉煌。 但是，桃源的决
策者们清晰地看到： 县域经济是一部宏
大的舞蹈史诗，如果仅有农业的“独舞”，
即使“舞者”再用心，“舞步”再华丽，也未
免“身形单薄”。

告别过去的荣光， 踏着探索前行的
铿锵足音， 桃源县委、 县政府提出围绕
“大办工业、办大工业”来寻求新突破的
战略构想， 坚持用工业经济统领农村经
济、城镇经济和旅游经济，以工业化带动
农业产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确立了“工业
立县、开放兴县、项目强县”的发展战略，
县域经济开启了从“一枝独秀”迈向“百
花齐放”的崭新时代。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如今这块“世
外桃源” 之地， 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并
举，良辰美景与社会效益齐飞。 2011 年，
桃源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75.8 亿元，实现
财政总收入 8.5 亿元；“国家卫生县城”、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 “ 中国竹子之
乡”、“中国优质果品基地县” 、“全国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县”、“全国生态示
范区”等众多荣誉，铭记着这座城市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透过桃源县域经济的
发展画卷， 紧贴时代大潮跃动的脉络清
晰可见，百万桃源儿女走过风雨，走出封
闭，把“后遂无人问津者”的千年一叹，书
写成“换了人间”的千古绝唱！

桃源县大叶茶种植基地———茶安铺
富硒大叶茶示范茶园。

桃源竹海

滨城桃源

总投资近 27 亿元的桃源水电站前期筹建工程目前已动工。该项目以发电为主，兼顾航
运、旅游等综合利用。 图为水电站效果图。

桃源县木塘垸乡油菜丰产片

梦入星德山

渔村夕照

现代农业别样红
“桃花源里可耕田”一直是桃源人引以自

豪的文化传承。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桃源的
粮、棉、油、猪等曾依托充裕的资源与精耕细作
跻身全国百强。 然而，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和
市场竞争的加剧， 农业大县的优势不复存在，
百万县民守着金山银山却过得相当尴尬。

如何在竞争中寻求机遇？ 在困境中力求发
展？ 近几年来，桃源县委、县政府把推进农业产业
化经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重头戏来抓。 通过锲而不舍地“抓特色、扩基
地、壮龙头、拓市场、优服务”，打造出了一批档次
较高、带动能力较强、后劲较足的产业龙头企业，
使桃源县域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

“长期以来，稻米加工中只有 65%被加工成
普米或精米，还有 30%多是碎米和稻壳。 我们将
这 30%的‘尾货’变成精华，研制出稻米淀粉糖
深加工及副产品高效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成果，
使稻米变出 14 个产品”。 在桃源县陬市镇的万
福生科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车间里， 公司董
事长龚永福向记者介绍起稻米深加工的收获。

万福生科不仅延长了稻米加工的产业链，
形成了副产物高效综合利用的循环经济和低
碳经济模式，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作为国家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万福生科因此把农业产业
化经营推向了千家万户，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成
为产业化经营纽带上的一分子。 龚永福告诉记
者， 公司在常德带动了六个县市的粮食生产，
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据介绍，目前
常德的稻米深加工技术应用企业年新增消耗
低值稻米 10 万吨以上。

“我们通过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用品牌聚
合资源，靠品牌壮大产业，以品牌抢占市场，有
效地推动了农业产业的提档升级。 ”据桃源县
委书记龚德汉介绍，全县共培育农业特色品牌
龙头企业 17 个 ，涵盖了粮食 、畜禽 、茶叶 、烟
叶、竹木、油茶、果蔬、棉花等主导产业领域。 其
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1 个，省级龙头企业 4 个，
生产能力超 5000 万元的达 11 家， 过亿元的 3
家。 湖南省万福生科股份有限公司被授予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明月油脂、三尖农牧、
古洞春茶业和腾琼茶叶被授予湖南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目前，全县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达到 50％以上，形成“龙头企业领跑、配套企业
跟进、产业基地支撑”的产业联动格局。

同时，桃源按照农业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
发展思路，围绕常德市“五个双百亿产业”，因地
制宜发展农业产业，重点推进了粮食、畜禽、烟

叶、茶叶、竹木、果蔬等优势产业。 今年，县财政
安排专项资金 1300 万元用于集中育秧专项补
贴和育秧工厂建设，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突破 215
万亩，较去年增加 11 万亩。 截至上半年，生猪年
出栏 100 头以上的大户增加到 945 户， 存栏豪
猪跃升至 1.8 万头；新扩烟叶面积 5000 亩，完成
烟叶标准化生产面积 1.7 万亩，烤烟年总产量可
突破 5 万担；新发展标准茶园 3000 亩，全县茶
园总面积达到 9.1 万亩， 实现春茶总产量 1326
吨、总产值可达 7010 万元；在发展林业上，桃源
通过龙头带动、合作开发、大户联办等模式，完
成丘岗造林 5.6 万亩，林木育苗 2300 亩。

此外，全县依托优势，突出特色，因地制宜
地培植了辣椒、荸荠、苎麻、桑叶、红豆杉、粉葛
等 6 个万亩以上的特色种植基地， 把鲁胡子辣
酱、漆河荸荠、黄甲铺苎麻、剪市蚕茧、太平桥的
红豆杉等做成了小而特、小而专、小而精、小而
强的小龙头产业。对产业基地建设，县里每年投
入扶持资金 3000 万元以上，近年扶持扩建优质
果蔬、竹木、大叶茶、棉花基地等 70 万亩，建设
养殖示范小区 18 个。信用联社、农行、农发行等
银信部门加大放贷力度， 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和
产业基地发展。

新型工业展雄姿
桃源也曾经走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兴

工弯路，一个农业大县如何发展工业？ 成为桃源
人民富民强县的重大课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睿智的
桃源人从实践中悟出真谛： 我们必须立足本地
实际，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优势，坚定不移地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 近年来，桃源始终坚持“变农业
优势、资源优势为工业优势、经济优势”战略思
想，依托桃源总量规模大、地方特色浓、开发前
景好的优势农业资源， 做好了加工转化和综合
利用的文章， 走出了一条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农
业产业化的兴工强县之路。县域经济要发展，园
区建设须先行。 我们按照高标准、高起点、高规
划的要求，以漳江、陬市、创元工业园为依托，打
造了“三位一体”的省级工业集中区，园区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加大园区企业技改力度，提高产
业级次； 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规模企业搬迁入
园；加强园区项目建设协调力度，保证项目能够
顺利建设、顺利投产。以上举措为桃源县加速推
进新型工业化构筑了良好的发展平台。目前，三

大园区， 已集聚全县 70%以上的规模企业、90%
以上的工业税收，真正成为了桃源“企业集中、
要素集约、功能集合”的城镇新区和县域经济的
核心增长极。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桃源工业经济已步
入健康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形成了以创元铝
业、创元新材料为龙头的铝业，以万福生科、古
洞春茶业、津山食品、辣妹子、锦绣农牧、明月
油脂等为龙头的农副产品加工业， 以中材水
泥、科辉墙材等为龙头的建材业，以杰新纺织、
鑫玉花纺织等为龙头的纺织业， 以创元火电、
凌津滩电站、 竹园电站等为龙头的电力能源
业，以常摩制造、大华机械、三力活塞环、京龙
机械等为龙头的机械制造业等六大主导产业。
其中，农副产品加工业已具备转化全县 50%以
上农副产品的生产能力，纺织行业已达年产纱
锭 16 万个的产能 （占全市纱锭总量的 40%以
上）， 创元铝业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近 90 亿
元， 建成了 60 万千瓦火电、33 万吨电解铝、20
万吨铝板铸轧、16 万吨阳极、14.7 万吨熔铸等
项目，形成了超百亿元产值规模的比较完整的
铝产业链。 2011 年， 全县规模企业增加到 45
家，规模工业总产值达到 172.5 亿元，增加值达
到 51.3 亿元，工业税收达到 4.91 亿元。另外，桃
源工业产品竞争能力明显提升，已拥有中国驰
名商标 2 个、湖南省著名商标 8 个、常德市知
名商标 10 个，554 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权，已
形成一定的品牌发展基础与优势。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国内外
兴工办工的鲜活事例证明，兴工强县，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 桃源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坚持可持续发展，积极作为，较好地解决了
工业要发展与生活要环保的难题。 2009 年，创
元铝业因“高能耗、高排放”因素，必须接受国
家产业政策的重点调控，遭遇发展困境，全线
停产达 3 个月。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扶持引
导下，先后投入 7 亿元环保资金，公司着力转
方式、调结构，配套引进国内外最先进的环保
设施和生产工艺，实现了污染排放的源头治理
和全程控制；公司自备电厂配备了国际一流的
除尘脱硫装置，使企业生产中的氟化物和粉尘
单位排放量分别仅为国家标准的 3%和 8%；公
司电解生产废水被全部循环利用，产品生产过
程中的“三废”排放指标远低于国家环保标准，
达到了“国家清洁生产”一级标准。 此外，桃源
还长期坚持凡落户桃源企业一律严格执行环
境影响评估、 环保第一审批权等环保制度，确
保仙境青山碧水依旧，穹净天蓝长久。 近年来，
全县先后关停了 22 家污染严重的企业， 拒绝
了 20 多家污染企业投资， 较好地实现了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目前，桃源正逐渐实现从农业大县向工业
强县的转变，全县工业经济继续保持着平稳发
展的良好势头。 全县 24 个重点工业项目推进

顺利，均已完成年初计划，创元铝杆线、大华工
业园、辣妹子整体搬迁、科辉四厂建设等项目
已完成投资 10 亿元， 预计年底可竣工投产；凯
迪生物能源、牯牛山风力发电、三特机械制造
等项目已成功落户桃源。 截至 8 月，全县新增
规模企业 7 家，达到 52 家，完成规模工业产值
97.8 亿元，同比增长9.8%。

人居仙境露峥嵘
桃源山川俊美，风光旖旎，因境内名胜桃花

源而得名，其山水田园之美，寺观亭阁之盛，诗
文碑刻之丰，历史传说之奇，莫不是 “人间仙
境”的最佳演绎。去年，常德市决定强力打造“大
桃花源”旅游品牌：区划面积由原来的 29 平方
公里扩大到 142.48 平方公里，5 年内投入 30 亿
元对景区加强配套建设。

因“桃花源”而得名的桃源县，如何与“大桃
花源”实现完美对接？ 县长唐汇诰回答说：“在
桃源发展的加速度中，城镇建设是不容忽视的
推力。 我们要借助桃花源大开发、大投入的东
风，充分发挥火车站、水电站建设所带来的交
通优势、景观优势，加快城镇建设，完善城市功
能。 这是富民强县的必然选择，也是群众的强
烈期盼。 ”

遵循这样的理念，桃源的决策者们按照“山
水新城、宜居美城、旅游名城”的定位，坚持把县
城建设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支撑点来抓，预计今
年将完成综合建设投入 15亿元以上。

据介绍，桃源将通过“南延、东跨”的发展
思路，重点抓好南区政务中心建设，力争两年
内县城向南新扩 2 平方公里， 基本形成县城
行政新区； 大力推进东区五星级酒店等标志
性工程建设，快速启动跨江发展城东区，加快
形成县旅游商住新区；继续推进中区开发，重
点抓好文化体育公园项目， 力争建成全市最
好、全省一流的县级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加快
推进滨江世纪城、县广电演播中心、县公安局
办公大楼等相关项目前期工作。 桃源也在着
力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 在争创国家卫生县
城取得成功以后， 全面启动省级文明县城创
建，争创国家级文明县城。 通过启动常桃路城
乡统筹示范带建设， 建设连接常德和桃源的
文明示范走廊， 展现城市对农村的文明示范
和经济拉动效应。

2010 年， 随着投资 27.5 亿元的桃源水电站
工程建设项目正式启动，优美的沅水风光将为桃
源的城市建设注入更多的山水元素。 “一江两岸、
文明桃城” 的城市品牌正在呈现，“山水连绵、生
态桃源”的现代化人居仙境已具雏形。 现代化文
体中心配套齐全，将打造成桃源未来的都市休闲
生活中心；新型政务中心，集约化办公将形成一
个综合高效的政务环境； 南城新区将形成以行
政、商贸、休闲、文化创意等多功能驱动的综合性
城市中心区，以水电站为依托的桃花岛将打造成
集水文休闲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生态示范公园，成
为沅水流域熠熠发光的一颗明珠。

满载十七大带来的累累硕果，展望十八大描
绘的美好蓝图。 千年桃源的飞速发展，前进的力
量正是源于脚下这片土地。 我们有理由相信，所
有激情、梦想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片活力无
限的区域如画卷般展开。勤劳智慧的桃源人民一
定会在桃源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
绕“打造现代产业，建设幸福桃源”这一鲜明主
题，把人间仙境建设得更美，让世人惊叹这个横
空出世的“香格里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