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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起伏的群山、蜿蜒清澈的河流、淌金流

银的矿藏、独具风情的瑶寨……构成常宁独特的

天然禀赋。 常宁是个“矿甲天下”的资源型城市，

过往千年，繁华于世；世界铅都，享誉全球。

近年来，随着矿产资源的野蛮“消长”，常宁

正在面临资源枯竭的“阵痛”。

2011 年，常宁被列为国家资源枯竭城市，他

们以“凤凰涅槃”的果敢寻求到经济新生良方，探

索出一条以依赖单一资源到多元化经济支撑、以

牺牲生态环境到绿色经济崛起、以民生被动补缺

到适度普惠共享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 常宁市委、市政府

抓住国家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战略机遇，坚持

“产业主导、工业主打、统筹城乡、全面发展”四大

战略，着力推进产业、城乡、生态、社会四大转型，

做好“产业升级、城乡统筹、生态保护、民生改善”

四篇文章， 初步实现了由百年矿区到现代矿区、

由世界铅都到工业新城、由“灰色印象”到绿色主

题“三大转变”，全市“绿色转型”风生水起。

“一亩地可种茶苗 18 万余株，每亩收入 2
万元。 ”10 月初，常宁市天堂山办事处黄洞村
的吴贵指着成片的茶园，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
悦。

常宁市把绿色转型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
“锦囊妙计”， 围绕优势产业抓出农业特色，抓
好罗桥、蓬塘、宜潭、三角塘等粮食高产示范区
建设，确保全年粮食播种 118 万亩以上，推进
土地流转，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并在
全市开展“保住青山、护住清水、守住蓝天”活
动，实施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大力实
施荒山造林、退耕还林还草、低产林改造、采煤

沉陷区修复等生态治理工程。
持之以恒地推进绿廊、果廊、景
廊建设，构建“点线相连，花果相
映、人景相宜、生态和美”的生态廊道。
全面营造“天蓝、山清、水绿、地净、气爽”的优
美环境。

绿色常宁美如画，广袤的田野插上了“绿
色翅膀”。 目前，常宁市已形成茶油、塔山山岚
茶、石盘贡米、无渣生姜、休闲农业等特色品
牌，油茶种植面积达 77.95 万亩，成功打造中
国油茶第一市；油菜种植面积达 33.1 万亩；烟
叶种植面积达 3.3 万亩；茶叶种植面积达 7.79

万亩，被评为全省唯一的“生态有机茶之乡”。
由卖原料到卖产品， 由卖产品到卖技术，

乡村振兴战略使精明的常宁农民不断让农产
品增值，呈现“魔方效应”，去年引进和培育一
批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新增省级龙头企业
1 个、衡阳市级龙头企业 5 个。 全市农业总产
值达 86.4亿元，比 10年前增加了 2.3倍。

希望田野插上“绿色翅膀”

十年沉淀 应势而谋

文化旅游点亮“绿色画卷”

工业经济彰显“绿色效应”

十年拼搏 顺势而为

十年奋斗 乘势而上

“以前我们砍树卖钱，现在大家意识到，保
护好生态才能发展久远。 ”常宁市塔山瑶族乡
狮园村村民刘宗任说，要好好保护生态才能立
足长远。 据塔山瑶族乡党委书记彭小冬介绍，
随着旅游文化深入人心，近年来，塔山生态不
断好转，村民收入大幅增加。近年来，该乡大力
种植茶树，复垦高山有机茶近 3 万亩，年产值
达 1.5 亿元，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游客纷至沓
来。全乡生态旅游初具规模，年接待游客 30万
人次，旅游收入达 2000万元。

常宁市把全域旅游作为推动绿色转型的
“领衔文化”，扬生态之长，显森林之优，走旅游
之路，建富民之业，实现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
的统一， 推动资源开发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形成“全域、全季、全景”的旅游发展态势，
构建以中国印山、大义山、瑶寨塔山，千年水口
和山水天堂等核心景区为支撑的“大区域”文
化旅游格局，形成以“天堂湖之秀、财神洞之
奇、古民居之幽、西江漂流之趣、中国印山之
绝”的旅游特色，涌现了一大批优美乡镇、最美
村庄和生态休闲农庄。

“我们要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景观，每一
个村庄都成为景区，把全市当作一个大景区来
谋划经营，让各项建设与全域景区化建设统筹
推进、协调发展，着力把家园变成花园，把小景
点连成大景区，从而激发乡村旅游活力，带动
全域旅游发展，实现‘处处是景观、村村是景
点、人人是导游’的目标。 ”常宁市市长吴乐胜
慷慨激昂地说。

“天赐三山屏障护，江聚泗水图画中。 ”这
是对常宁山水形象的概括性描绘佳句。常宁有

“三山四水”，即大义山、塔山、水口山三座名
山；宜、潭、浯、舂四条丽水。 目前，全市利用自
然资源优势，以文化为旅游的“助推器”，形成
以庙前印山景区为龙头， 水口山红色工矿游、
塔山瑶家风情游和乡村生态游“三驾马车”为
补充的全域旅游格局，打造出“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文脉”的生态美丽常
宁。 去年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 6.66亿元，接待
游客 228万人次。

文化旅游已经成为常
宁“绿色转型”的
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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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来，常宁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绿
色转型作为“一把手”工程，迈出坚强有力
的铿锵足音。 市里设立“一组一会一办”管
理体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将转型工作
纳入各部门年度绩效目标考核。 并结合
《常宁市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规划》及
“十三五”规划，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支
持工业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和淘汰落后
产能培育接替产业奖励扶持办法， 全市
“绿色转型”呈现蓬勃生机。

水口山金铜综合回收产业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环保投入 4.15亿元，可回收利用
废水、废渣、废气；宏兴化工有限公司经过
工艺升级改造，降低能耗，污染排放几乎
为零……10月中旬，走进水口山经济开发
区，到处是热气腾腾的生产场面，据了解，
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常宁工业
经济正由“黑色”向“绿色”转型。

“产业升级是绿色转型发展的主攻方
向。 ”常宁市委书记刘达祥说：“关停淘汰
落后产能，培育接续替代产业，以水口山
有色金属深加工产业为突破口，全面实施
湘江保护治理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使传
统动能焕发生机。 ”近年来，常宁市因地制
宜，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绿色转型”之路。
针对矿业、冶炼、化工、建材、加工、制造等

六大传统产业，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和整合
搬迁入园； 加快推进宜阳工业园建设，引
进了鞋类、制造、电子、服饰、农产品精深
加工企业。去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2
家，完成工业总产值 219.97 亿元，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达 196.4 亿元， 为 10 年前的
8.1倍。

打造千亿级园区是常宁“绿色转型”
的“精彩手笔”。 常宁市水口山经济开发区
1992 年经省政府批准设立；2015 年经国
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批准为国家级循环化
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总规划面积 11.43 平
方公里。 已建成面积 9.56 平方公里，入园
企业 130 余家， 去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27.7亿元。 作为常宁工业的主战场，他们
以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为重点，大力推进技
术升级， 目前已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网络，
初步形成了铅锌冶炼及深加工产业链、铜
冶炼及深加工产业链和共伴生稀贵金属
深加工及应用全产业链，将打造成技工贸
总收入达千亿的产业园区，走出一条企业
集聚、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常宁市还大力支持企业建立技术研
发中心，助力产学研一体化，解决有色金
属精深加工、废物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问
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经济发展由“粗放增长”走向“三量齐
增”，常宁市实现了“总量扩大、质量变优、均
量增加”的良性转变。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
由 2007 年的 88.21 亿元增长 296.67 亿元，
年均增长 26.25%； 人均生产总值由 2007
年的 11066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35619 元，
年均增长 24.65%； 财政总收入由 2007 年
的 2.47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3.41 亿元，
年均递增 49.21%。

产业发展由“一支独大”走向“多元支
撑”。 2016 年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7 年的
25.8:43.6:30.6调整为 17.5：38.5：44.0，经济
增长方式由工矿业曾经占据半壁江山向二、
三产双轮共同支撑转换。 农业总产值由
2007 年的 37.03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86.4 亿元， 增长 133.3%；2016 年完成工业

总产值 219.97 亿元 ， 较 2007 年 增长
48.6%；2016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130.58 亿
元，为 2007年的 4.1倍。

城乡建设由“差异化”走向“一体化”。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 交通网络日渐完善。 瓦松
铁路开工建设，结束无铁路历史。 岳临高速
建成通车，祁常高速公路启动建设，实现高
速交汇贯通的格局。 国道从无到有，G234、
G356过境，省道新增 4条，国、省道“五纵三
横”的格局初步成型。

社会民生由“保基本” 走向“普惠共
享”。 2016 年全市基本医保、基本养老、最
低生活保障覆盖率达到 100%。累计新增城
镇就业和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 78625 多
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3%以内。 建
设保障性住房 8091 套，改造城市和工矿棚

户区 12165 户，改善了水、电、路、暖、讯基
础设施条件， 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转
型发展成果。

生态环境由“灰色印象”走向“生态宜
居”。 常宁是全省重金属污染治理的 7 个重
点区域之一，10 年来，他们按照“逐步还清
老账、坚持不欠新账”的原则，综合利用煤
矸石等固体废弃物 1.2 亿吨，完成矿山地质
灾害隐患点治理 16 处，关停“五小”企业
197 家。 36 个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考核
项目全面完成，湘江流域治理第一个“三年
行动计划” 完美收官；2016 年全市植树造
林 31.6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 53.98%，较
2007 年提升 6.38 个百分点，列入省重点生
态功能保护区。

“绿色转型”看常宁。 他们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争创资
源枯竭城市可持续发展示范市， 奋力跻身
全省县域经济十强， 踏上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新征程。

五种走向助推“绿色转型”

十年实践 蓄势而升

建设中的金铜项目。

水口山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常宁市油茶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天塘山国家森林公园。

瑶寨风情。

天塘山全景。 (本版图片由成俊峰、罗荣、刘东华、郭兴成等摄)��

延绵数公里的油茶基地。

衡阳市委书记周农（左二）在常宁市委书记
刘达祥（左三）、市长吴乐胜（左四）陪同下调研
罗桥百万樱花园项目。

常宁市城区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