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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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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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强基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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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全域旅游，舞活龙头是关键。 常宁全

力打造庙前印山旅游龙头，推进印山文化旅游
区景观提质改造，创建国家 AAAA 级景区；打
造具有湖湘风情特色的“印章小镇”， 形成石
印、铜印、铅印、锌印一条街，增强印文化的吸
引力和自身“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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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常宁建成在国内有
一定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省内全域旅游示范
区和湘南地区较大的旅游集散地，成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常宁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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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合理利用天然禀
赋自然资源优势，以文化为旅游的“助推器”，坚
持把发展全域旅游与美丽乡村、 特色小镇和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结合起来， 按照投入
100亿元的规模，以 PPP模式整体打包融资，打
造全域旅游平台， 着力构建以庙前印山景区为
龙头，中田古民居民宿游、水口山红色工矿游、
塔山瑶家风情游、乡村自然生态游“四驾马车”
为补充的全域旅游格局。 并与北京东方园林公
司签订了全域旅游投资建设运营项目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北京大地风景旅游公司几经易稿，完
成了《常宁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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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至 11月，全市共计
接待游客 507.87万人， 实现综合收入 29.55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8.3%和 18.5%。

文化旅游“一枝独秀”， 正在为常宁经济

“强基固本”。
建设美丽乡村， 让乡村旅游成为推动传统

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新动能。
这是常宁市决策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思
路，他们将旅游发展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加快
“一村一品、一户一业”产业培育，推动旅游产业
扶贫，今年在塔山乡狮园村、西岭镇石山村投入
20余万对乡村旅游区标示牌进行了完善， 与天
堂山国家森林管理处积极申报国家旅游扶贫示
范项目。 着力将庙前、西岭、塔山、胜桥打造成乡
村旅游热门区和美丽乡村示范区。

常宁的未来不是梦。
常宁市围绕“产业主导、工业主打、统筹城

乡、全面发展”的总思路，以争创全省经济十
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常宁为目标，统筹推
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守底线各
项工作，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逐步形
成经济发展由“粗放增长”向“三量齐增”转变，
产业发展由“一枝独大”向“多点支撑”转变，项
目建设由“差异化”向“百花齐放”转变，经济实
力由“湘南大市”向“湘南强市”转变，一路铿锵
前行，驰而不息，常宁经济社会发展一定会迎

来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明天。

（本版图片由 成俊峰 崔建华 彭国良 刘杨和常宁市摄影家协会提供）

常宁：由“湘南大市”迈向“湘南强市”

成俊峰 吕小宝 郭华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版式编辑 冉 明

12—13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版式编辑 冉 明

12—13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版式编辑 冉 明

12—13
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版式编辑 粟丽华

16—17

常宁位于衡阳市西南部，是衡阳、永州、郴州
三市地理几何中心。 唐天宝元年（742 年）置县，
1996 年设市，现辖 18 个乡镇，3 个街道，总面积
2046 平方公里，人口 101 万。 素有“中国油茶第
一市”“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之乡”“杉木南竹
之乡”“中国版画之乡”“中华诗词之乡”之称。

深冬季节，茶花吐蕊。 笔者来到常宁市，只见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公路穿城而过，一个个重大工
业项目“扎堆而来”，一件件生态农产品走俏大江
南北……天堂山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印山”国家
3A 级文化旅游景区、庙前石马省级地质公园、天
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深受游客青睐。

然而， 随着矿产资源的野蛮 “消长”，2011
年，常宁被列为国家资源枯竭城市。 常宁市委、市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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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实施从“湘
南大市”迈向“湘南强市”的跨越。

“哐当、哐当……”伴随着阵阵轰鸣声，只见几
台挖土机“铁臂” 挥舞， 数台装载汽车来回穿梭
……12 月 24 日，在水口山铜铅锌基地项目，笔者
被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所吸引。 建设者们正在抢
抓晴好天气施工， 力争一个月内完成 280 万土方
的挖方和回填，1300 亩地的“三通一平”，再次刷
新“常宁速度”。

“铁路进展如何？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
在瓦松铁路建设现场，到处是热气腾腾的施工场
面，瓦松铁路全长 17.57 公里，总投资 8.17 亿元，
从京广线瓦园站南端接轨，穿越武广高铁接入常
宁水口山，是常宁市第一条铁路专线。 建成投运
后，不仅将破解水口山地区的运输瓶颈，还可降
低企业的运输成本，使企业进料和出货进入“快
车道”。

“提质升级是补齐工业短板，实施县域经济强
筋壮骨的有效途径。”常宁市委书记刘达祥告诉我
们，面对“资源枯竭”、传统工业产能落后的局面，
近年来，常宁市按照衡阳市委、市政府“植优补短”
战略部署，着力补齐工业短板，加快推进产业提质
升级， 出台《常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规划》、
《进一步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划》和《淘汰
落后产能培育接替产业奖励扶持办法》。 针对矿
业、冶炼、化工、建材、加工、制造等 6 大传统产业，
实施淘汰落后产能、 培育接续替代产业和整合搬
迁入园；围绕将水口山经济开发区打造成“千亿产

业园区”的目标，突出产业服务平台建设，全力壮
大工业实体经济……件件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形
成股股“魔力”，吸引众多工业项目“扎堆而来”，呈
现出“洼地效应”。 金铜项目、宏兴化工、华兴冶化
入园投产；金翼铅业、大宇锌业、珍源回选厂试产
见效； 铜铅锌产业基地项目和香港泛亚绿洲集团
铜杆项目开工在即； 鸿博高新材料厂房建设进入
扫尾阶段，计划 2018 年初投产；一品新能源将年
产 40 万吨甲醇燃料转产为 30 万吨石油储备项
目，正在做前期规划、设计、环评；上海德邦牧业正
在办理相关入园手续， 已完成工商注册、 征地拆
迁、土地报批等前期工作……今年 1 至 9 月，常宁
市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6 家，总数达 81 家，完成工
业总产值 124.5 亿元，增长 31.4%，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 8.6%。
“千亿级园区”不但成为常宁“绿色转型”的

“精彩手笔”，而且补齐了“工业短板”，优化了产业
结构，增强了发展后劲，实现了县域经济的“强筋
壮骨”。为将水口山经济开发区打造成“千亿级”园
区，确保株冶等项目落户园区，常宁市启动调区扩
区工作， 将规划面积由原来的 499.6 公顷调整到
1140 公顷。将宜阳工业园纳入水口山经济开发区
管理，形成“一区两园”的管理模式，两园合一形成
优势互补和产业聚焦发展，构成产业招商链条。目
前，他们借鉴沿海先进经验，积极筹建产业链服务
平台，与世界 500 强深圳正威集团签订了《投资
合作协议》，共同设立正威供应链（衡阳）有限公
司，建设水口山有色金属产业链服务平台，为园区
企业提供供应链管理及配套服务， 切实解决园区
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常宁要强，农业
要强；常宁要富，农民要富；常宁要美，农村要
美。 ”常宁市委书记刘达祥说。 今年以来，常宁
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增绿”的发展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以全面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以
产业扶贫为根本，以品牌带动为支撑，大力发
展“两油两叶”特色农业，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
全市经济强身健体的“关键一招”。 今年来，全
市共新造油茶林 2.05 万亩； 夏收油菜 40.5 万
亩，总产 5.07 万吨；种植烟叶 2.8 万亩，预计收
购烤烟 6.93 万担；新建有机茶园 5130 亩。 今
年 1 至 12 月， 预计全市实现农业总产值 89.2
亿元，同比增长 3.4%；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
15389.4 元，增长 9.3%。

常宁油茶美如画。
冬日，阳光灿烂。 笔者乘车在常宁市境内

的 320 省道上行驶，只见公路两旁漫山遍野的
油茶林连绵起伏，那一排排油绿的茶树亭亭玉
立，含春吐绿，使人不禁想起“梨花颜色梅花
香，生就清容不待妆”的诗句……这就是常宁
市的“百里油茶产业示范带”。 据了解，常宁市
林地总面积 173 万亩，其中油茶林 80 万亩，几
乎占了整个林地面积的“半壁江山”。 近几年，

常宁市围绕“做响油茶品牌，建设生态强市”目
标，大力推进油茶基地建设，创新经营模式，延
伸产业链条，初步形成集种苗、基地、加工、科
技、旅游和文化为一体的油茶产业体系，油茶
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今年产油 11250 吨，
产值达 16.5 亿元。全市油茶基地建设以每年新
造 3 万亩、低改 6 万亩的速度稳步推进，一跃
成为全国油茶核心产区、国家油茶示范林基地
试点县、首个国家油茶生物产业基地。

“常宁茶油”已获国家地理保护标志产品。
为将油茶产业做大做强，精明的常宁人借

助外商谋发展，把“精肉让给外商吃”,引进 10
多家规模油茶开发企业。 中联天地公司进驻水
口山镇、 湖南大三湘茶油科技公司进军西岭
镇、殷里基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挺进荫田镇……
均建起超过一万亩的油茶基地，30 多家油茶专
业合作社应运而生， 他们流转林地 48.7 万亩，
带动近 10 万农民参与基地建设。 大堡乡桥头
村小王子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种植油茶 1800
亩，以“合作社 + 农场 + 公司 + 电商 + 连锁实
体店”的经营模式，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
环境资源， 开展公众对农村的体验经营活动，
年产值 200 万元。

“哎哟喂，油茶好啰喂，全身都是宝哟喂。

一齐采摘油茶果，堆满都是金箩筐，唱起茶歌
就流油，咱们快步奔小康……”这是常宁市油
茶文化节开幕式上表演的一首歌曲， 文化搭
台，经贸唱戏，成为振兴常宁油茶产业的又一
发展方向。

茶油茶叶齐头并进，书写出常宁生态农业
的五彩画卷。 近年来，常宁市坚持生态有机标
准，立足“一带一园一廊”（即天堂山生态有机
茶带、天湖周边生态有机茶园、西江沿线生态
有机茶廊），实施企业与合作社“龙头带动”战
略，新发展标准化有机茶园 3 万亩，改造老茶
园 1.5 万亩。 今年产干茶 264 吨，产值 2.11 亿
元，帮助 13217 人脱贫，茶区人均因茶叶每年
增收 3786 元。 全市现有茶叶专业村 26 个，专
业乡 2 个，专业户 3419 户，示范片 29 个，合作

社 26 个，规模企业 9 个。 在 2017 年“亚太杯”
名优茶大赛中，常宁绿茶获得金奖，红茶获得
银奖；在“潇湘杯”名优茶评比中，常宁绿茶获
特等奖，红茶获一等奖。

油茶油菜流金溢彩， 茶叶烟叶争奇斗艳，
让绿色田野充满希望与活力。 今年，常宁市落
实烟叶种植面积 2.86 万亩， 分布在 13 个乡镇
128 个村 1073 户，户均种植 26.6 亩，超额完成
衡阳市分配的 6.93 万担任务，收购量保持衡阳
各产烟县（市）第一，实现烟叶税 2014 万元。

“好酒也得勤吆喝”。 今年，常宁市通过中农
批投资建设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不但可以将一
产的种植，二产的加工，三产的物流、品牌、销
售、服务融合衔接起来，而且让一些无公害的生
态优质农产品长出“翅膀”，飞往大江南北。

强筋壮骨：
“千亿级园区”补齐工业短板

强基固本：
“一枝独秀”展示生态旅游画卷

强身健体：
“两油两叶”做大做优农业品牌

白云深处有机茶园

常宁市中田古民居等景点深受游客青睐。

有机茶产业成为塔山瑶族同胞致富的新途径

五矿铜业（湖南）水口山金铜项目车间，工业机器人在作业。

常宁水口山铅锭生产车间

水口山第八冶炼厂

常宁市鸟瞰图

常宁市委书记刘达祥（右二），市委副书记、市长吴乐胜（右一）
在“千亿级园区”调研企业生产。

常宁市塘湾村油菜种植基地

常宁市西岭镇桐江村烟叶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