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方被陶渊明咏记了千余年的山
水，境内自然生态优美，坐拥桃花源、夷
望溪、九龙观、乌云界等如画风光。 在很
多人看来，桃源是不折不扣的旅游城市，
主攻旅游是这座城市最合适的发展之
路。 如何理解“产业立县”的理念升级？

四十年前， 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拉
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 四十年后， 一场
“十问桃源”的专题教育活动奏响了桃源
进一步开放的序曲。 这场深入全县 27个
乡镇和 160 多个县直单位，涉及改革、创
新、机遇、自信、作风等关键词的拷问，让
决策者的意志成为了全县人民的共识。

没有工业化， 就没有旅游产业的发
展，也没有城镇化的发展。 把“工业立县”
放在发展理念的首位， 是因为工业化发
展，是旅游产业发展和城市城镇化推进的
重要保障， 更是其他各项工作稳步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的后劲力量。“产业立县”，
首先立在了桃源人民的集体意识中。

产业兴则地域兴，产业强则地域强。无
论是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洞庭
湖城市群发展等重大机遇， 还是主动适应
经济新常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
竞争力，振兴桃源产业犹如箭在弦上。

无论是“沪洽周”，还是“港洽周”；无论
是常德（深圳）承接产业转移专题对接会，

还是湘商会、德商会，“桃源”闪烁其间。
县级领导除参加组委会的活动安排

外， 都安排了专门的对接日程。 今年 4
月，副市长、县委书记汤祚国带队对海南
温泉酒店项目、深圳亦轩电子科技项目、
东莞站胜集团项目进行了考察； 县委副
书记、 县长庞波参观了深圳市康硕电子
有限公司等企业。 目前，桃源基本形成了
这样的规律，只要是县级领导外出，不是
在招商，就是在招商的路上。

一项名叫“回雁工程”的举措，挖掘出
了桃源招商引资的新活力。 该县从 23万
在外务工人员中筛选出近 1000 名人才，
经进一步联系核准相关信息后，确定 139
名成功人士作为县级领导重点联系对象。
并为此专门研究通过了《桃源县“回雁工
程”县级领导联系家乡人才工作方案》，文
件明确了县级领导和所联乡镇党委书记
对在外成功人士开展结对联络，硬性规定
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抓招商。

开放， 阔开的是视野， 放大的是格
局。 今年以来，桃源围绕产业延伸、产业
转移、产业复合等方面，成功举办六次大
型签约大会， 共签约投融资项目 92 个，
合同引资达 225.6亿元，签约项目数和投
资额创近年来新高。 其中“回雁工程”返
乡创业项目就达 46个。

如果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描述
的是农耕文明的逍遥，那么，“开放强县，
产业立县”抒写的则是工业文明的进取。

开放， 迎来了桃源产业的崛起。 产
业，激发了桃源各项事业的升级。

桃源工业集中区总体规划面积 15
平方公里， 区内漳江创业园、 陬市工业
园、创元工业园齐头并进，勾连出桃源县
最具活力的工业走廊。 更重要的是，她的
辐射能力带动了全县发展后力。

产业在发展，县城在提质。 2017 年
年初，城市扩容提质不仅确定了 15 个年
度重点项目，还启动了中医医院迁建、县
城停车场建设、 拆墙透绿、 小街小巷改
造、主次干道行道树改造、县城区垃圾压
缩转运站建设及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工
作等 7 个项目建设。 随着这些项目的陆
续竣工，县城的首位度将不断得到提升。

“缘溪行”的“桃花源”，如今已成为
湘西北的交通要塞，水、陆、空的立体交
通网让她芳名远播。 沅澧快速干线第四
大道、浔阳大桥、陬市千吨级码头等重大
交通项目建设更是拓展了她的产业路
径，“四纵四横四环四桥”的路网布局所
涵盖的 50 个项目将进一步打通四通八
达、快捷高效的现代交通体系。

一个更为宏大的工程正在铺开。 桃
源县五年内计划投入建设资金 42.35 亿
元，实施延溪河河湖连通治理工程、四水
治理、农村安全饮水、排涝、渠道治理、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等 28 个项目建设，推进
其他配套设施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

天生丽质难自弃。 产业立县也促进
了旅游业的升级， 桃源积极实施夷望溪

开发、沅江风光带、浔阳文化产业园、热
市温泉开发、枫树民族团结示范园、桃源
刺绣传承中心等 27 个项目建设，总投资
约 41亿元。到 2020年，力争游客量突破
500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50 亿
元，建成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县。

产业立县当然离不开产业扶贫，产
业扶贫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项目建设
带来的发展成果。 加大贫困地区的资金
投入，积极发展扶贫特色产业，全县建成
村级光伏发电站 10 座， 集中开发油茶
8000 亩、七星椒 1550 亩、南竹 3 万亩，
发展富硒皇菊产业基地 200 多亩， 打造
了一批特色产业基地， 直接受益贫困群
众达数万人。

期许 2020 年，桃源力争交出一份这
样的答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00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30 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额达到 450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到 250 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7万元、2.3万元。县
城建成区面积达到 30 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达到 20 万以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位
列全省 15 强，为常德的“开放强市、产业
立市”贡献桃源力量。

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驱鸡犬入桃花。
至今不出烟溪口，万古潺湲二水斜。 走不
进陶渊明隐逸的“桃花源”，诗仙李白也
只能发出惆怅的浩叹。 此后千年，无数的
文人只能在吟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时，遥想那一簇簇鲜艳的桃花。

今天，桃源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产业
的诚意，向世界亮出了门牌。 新的《桃花
源记》邀请鉴赏一个又一个的秋天。

产业基金、过桥基金累计融资 28.66
亿元，新发公司债券 12 亿元，授信 50 亿
元，产业强县 20 条，科技创新 20 条，企
业减负 32条，英才计划 25条……

组合拳式的举措，见证了桃源县委、县
政府“产业立县”的护航之旅。 在政府的全
力陪伴下， 不论是本土企业， 还是外来企
业，均在桃花源里翻开了自身的新篇。

表面上看， 政府通过财政支持给予
企业的是各种渠道的资金帮助。 但对众
多受惠企业来说， 他们感受到的还有来
自政府的有力支持和贴心温暖。

当企业阳光灿烂，政府要当好“店小
二”；当企业遇到阴雨，政府要当好“急郎
中”。 这是桃源打造服务型政府，转型“店
小二”、“急郎中”的自身定位。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桃源，这
是众多企业家的贴身感受。 因为，他们在
无情的市场竞争中， 有了政府强大的后
盾， 企业就有了强大的信心和坚定的信
念，也激发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湖南迪文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漳江创
业园，是桃源“产业立县”的扛鼎之作。 迪
文科技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是一家电子
信息领域综合型科技企业，产品广泛应用
于电力、医疗美容、交通、智能家电、金融、
环保等行业， 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30%。
湖南迪文科技占地 238亩， 总投资 10亿
元。 她的入驻，吸引了数十家配套厂商的
跟进，预计到 2020年，湖南迪文产业园有

望实现年产值 100亿元、税收 10亿元。
2万公顷的“海面”，激荡着翠绿的波

涛。 绵延数十公里的一片竹海，点染着郑
家驿、夷望溪、沙坪、茶庵铺、杨溪桥等 5
个乡镇的四季。 微风拂起的阵阵清啸，则
是“长笛龙吟”奏响的产业化的号角。

湖南长笛龙吟竹业有限公司， 是一
家集林业资源培育开发、 竹木产品精深
加工、 竹木加工废料能源综合利用于一
体的现代化林业企业。 该公司三期投资
达到了 19.8亿元。全面生产后，其年创产
值将达 10亿元、税收 5000万元以上。

庞大的产业开始支撑一个崭新的桃
源。 以创元铝业、迪文科技、龙行天下、汇
德电子、兴为通、博邦农科、长笛龙吟、辣
妹子食品、三特机械、西安风电、枫树光
伏等为依托，有色金属、电子信息、农副
产品加工 3 大百亿产业集群已具雏形；
装备制造、轻工制造、新能源 3 个 50 亿
元支柱产业昂起龙头； 主营业务年收入
过 10 亿元的 15 家工业企业快马加鞭；
全县形成了“百亿引领、梯次突进”的产
业发展态势。

工业在配套，农业在延伸。 作为农业
大县、富硒大县，桃源按照“一个农业主导
产业、一批龙头企业引领、一批名优品牌
支撑、一批产业基地保障、一批合作组织
带动”的思路，巩固提升粮食、茶叶、烟叶、
油茶、竹木、果蔬、畜禽七大主导产业，加
快实现由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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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的花事，如期而至。
虽是冬天，但桃源的大地，却仍

然是蓬勃的春意：从漳江创业园、陬
市工业园、创元工业园的如织车流，
到各个乡镇农业产业化基地的忙碌
农人， 再到 124 个开工建设项目现
场的机械轰鸣， 无不渲染着春的讯
息。 更有那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常德市第一，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
常德市第一的强力高走， 数据化着
“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春和景明。

这块充溢着中国最美乡愁的世
外乐土，正以“开放强县 产业立县”为
切入点，抒写出了新的《桃花源记》。

壮阔的春潮 生于扎实的工笔

如酥的春雨 落于人民的福祉

恣肆的春风 起于高远的立意

桃源县“六大会战”第六批项目集中开工暨沅江风光带文化旅游
开发项目开工仪式。 李泽红 摄

桃源兴为通科技生产车间。 张庆久 摄

桃城崛起。 张庆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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