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 3 月底，来自全省各地的 300 余
名老知青都会“回家”，他们总会有着这样的
感慨：“金洞变了，街，变得越来越美；楼，变得
越来越高；路，变得越来越宽；人，变得越来越
富。 ”

每年的 4 月清明， 百余位金洞籍在外人
员都会返乡“祭祖”，他们总会发出这样的惊
叹：“每一次回家，家乡都有新的变化！山更绿
了，水更清了，天更蓝了……”

众所周知， 金洞管理区的前身金洞林场
系湖南省内最大的国有林场， 是永州市成立
时间最短的管理区，基础差、底子薄，体制、机
制还不完善，与其他区县相比，经济社会发展
速度相对缓慢。 但在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
关怀和大力支持下， 金洞管理区党委政府带
领全区人民迎难而上，负重奋进，成绩斐然。

过去五年，是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的时期。
截止到 2017 年， 全区地方生产总值达到
12.2 亿元，同比增长 11.2%；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5.1 亿元，同比增长 13.6%；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20.40 亿元，同比增长 17.5%；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达到 30040 元、9600 元， 同比增长 8.7%、
9%。 近几年全区基础设施建设翻天覆地，水、
电、路、讯极大改善。 公路建设完成 471.9 公
里，投资 2.2 亿元的木牛二级公路顺利通车，
实现了乡乡通公路、村村通水泥路的目标；45
个行政村（居委会） 中落实农村电网改造
100%， 通讯信号网络覆盖率高达 98%以上；
全区每年完成小农水建设工程 200 余处，投
入总资金 9000 万元， 堤坝和机埠全都进行
了重新改造，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为抗御
自然灾害夺取农业生产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过去 5 年，是产业经济发展最实的时期。

金洞管理区以林业、水电、旅游、矿产四大支
柱产业为主，全区森林覆盖率超过 86%，林木
蓄积量 287 万立方米，年产木材 10 万方，产
值上亿元；大力发展苗木花卉，现有楠木、香
杉、红豆杉等苗木基地 6000 余亩，年苗木销
售额在 3000 万元以上；林下经济发展迅速，
林下放养土鸡、黄牛、黑山羊基地的规模不断
扩大，放养野猪、藏香猪，特种养殖蛇、豪猪、
竹鼠、大鲵等养殖场数量越来越多。以金洞漂
流为主导的生态旅游， 每年接待游客 6 万人
次以上，门票收入超过 900 万元，带动相关
产业增加产值 2000 余万元。 经过多年开发
和打造， 金洞生态旅游业已发展为有金洞国

家森林公园、金洞楠木文化主题公园、晒北滩
猛江河国家湿地公园、刘家滩珍稀植物园、凤
凰花筵天子山花卉培育观赏园、 白果市红色
旅游区等系列特色旅游项目，并配套了集吃、
住、玩、乐于一体的牛头山旅游接待中心和满
地乐农庄等 50 多家农家乐、 森林人家式接
待点， 并不断提升旅游项目品质， 现已拥有
3A 景区 1 个、特色旅游文化村 2 个、3—5 星
级乡村旅游接待点 10 余处。 全区大小河流
36 条，已建和在建大小电站 33 座，起着节水
灌溉、防洪调水的作用，年发电量 10 亿度，
年产值 2 亿元；金、银、铜矿储备相当丰富，尤
其省内外少有的“灰晶麻石”引领了区内的采
矿业蓬勃发展。

过去 5 年，是干群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一是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大幅
提升；二是落实了各项惠民政策，林区群众每
年得到实惠 1000 多万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由 16980 元增加到 30040 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由 4250 元增加到 9800 元。精准扶贫
工作开展如火如荼，贫困群众脱贫有望。充分
发挥“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措施，2017 年减少
贫困人口 3791 人，贫困村出列 4 个，易地扶
贫搬迁 3000 人。 选派 153 名优秀干部组建
45 个工作队，整合扶贫资金 1.2 亿元，发放小
额信贷 7296.5 万元，培育特色种养示范基地
20 多个，扶持自主创业贫困户 493 户，带动
脱贫对象 11057 人，人均增收 2400 元。全面
启动乡村振兴战略， 迅速掀起以金洞城区为
中心、金白河沿线为主轴、金洞镇龙潜凼至牛
头山为试点区，覆盖 12 个村 1.5 万乡村人口
的发展态势和行动高潮。

过去 5 年，是关注民生成效最好的时期。
城乡居民住房条件不断改善， 教育事业不断
发展，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完善，计生工作成效
显著， 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多的改革发展成
果。 2017 年，投入 3000 万元完成“智慧金
洞” 网络教育平台和 11 所村小标准化建设，
还将加大教育投入，建设新的金洞中学，力争
增加学位 3000 个。 全区依照“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 原则参加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3000
余人，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到 5.8 万余人。 新
增城镇就业 709 人，解决农村饮水安全 5800
人，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1662 户，棚户区改造
885 套，安置易地扶贫搬迁对象 4600 人。 全
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圆满完成村“两委”换
届，全面改善乡镇“六小一中心”，党建专项经
费比上年增加 226 万元， 建成 27 个农村综
合服务平台，重点民生实事和 10 件惠民实事
全面完成，全年民生支出超过 1.7 亿元。

无足于已成之功，自责于未成之事。 过
去的几年， 金洞管理区铆足了干劲奋力发
展，仍然落后于其他区县（市），发展的压力
依然很大。

科学谋划 金洞辉煌

展望未来， 金洞管理区党委书记何德波
信心满怀，他表示：站在历史新起点，面对壮
丽新征程， 金洞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健康中国”“乡村振兴”“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等战略部署，结

合金洞生态优势，全力推进绿色发展，努力打
造特色区域经济， 尽早建成“城市人的养生
园”“生态文明的先行示范区”，实现“开放、富
裕、健康、美丽”新金洞的宏伟蓝图。

建设开放新金洞。全面落实省、市下达的
各项改革任务，抢抓国家机构改革机遇，加快
推进管理区机构改革， 全面落实金洞管理区
“三定”方案，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健全
财政管理制度，优化人员结构和职能配置。着
眼破解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瓶颈制约，深
化三项重点改革，扫清“六大战役”体制机制
障碍。创新融资招商方式，大力激发民间资本
对金洞旅游、生态开发、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投入，着眼引进“大数据”、“互联网
+”等信息产业。

建设富裕新金洞。 精准落实易地扶贫搬
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各项政策，不断强
化社会扶贫网建设，继续深化“四跟四走”产
业扶贫模式，加快形成“一村一品、一户一业”
的产业扶贫格局， 有效提升贫困群众自我造
血能力。 高标准打造集“居家、商贸、旅游、休
闲”于一体的黄家台棚户区安置小区，逐步启
动“旧城基础设施提质”， 推进城区绿化、美
化、亮化、净化、序化，不断改善城区市容市貌
和人居品质。办好消灭旱厕、农村污水垃圾集
中处理、禁养区全面退养等民生实事，引导、
扶持一批能人返乡创业， 不断发展壮大生态
特色种养业，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

建设健康新金洞。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
治，全力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加强政务
服务、“互联网 + 监督”建设，努力营造优质
高效的政务环境，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
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平安金洞”创建，着力
打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加快医疗、教育、
养老各项改革落地落实， 全面改善水电路讯
等基础设施，办好十件为民实事，让人民群众
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始终突出政治建设，持
续深化党建引领，全面提升精准执行力，不断
改进作风，打造一支善谋事、敢干事、能成事、
不出事的干部队伍。

建设美丽新金洞。按照“两山论”理念，坚
决把“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求落
到实处，大力实施重金属治理、河道治理、裸
土治理等环保项目，真正实现“把水还给水，
把山还给山”。 全面扩大以楠木为主的珍贵、
彩色树种培育种植面积， 并按照市场导向，

“分场 + 林农”模式，大力探索发展现代花卉
苗木产业和林下经济。 始终做到把生态旅游
摆在首位，按照政府引导、规划引领、市场主
体、分步推进的原则，坚持任何设计都有生态
旅游的理念，任何项目都有生态旅游的影子，
并围绕森林康养这一核心， 尽早开工建设金
洞综合医院及森林康养一体化项目。

波澜壮阔连碧天，扬帆起航正当时。金洞
人民心怀时代梦想，不断发力，一定会创造更
加美好的明天！

———金洞管理区过去五年经济成就回望

周中心 刘福华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是一个美丽
的湘南山区。 总面积 635 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群山耸峙，溪河纵横，绿
荫遮天， 绝对的一颗绿色 “湘南明
珠”。 勤劳勇敢的金洞人在这里耕耘
播种，挥洒汗水和智慧，谱写着一曲
绿色兴区、生态富民的壮丽篇章。
� � � �富有活力、 年轻朝气的金洞管
理区于 2006 年经省委、省政府批准
成立，经历合乡并村之后现辖 3 乡 1
镇。 近年来，全区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紧紧
围绕以林业为基础、 以旅游为龙头
的“生态立区、产业兴区、开放活区、
科教强区”战略目标，着眼于经济社
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加快转
变发展方式， 积极融入永州经济半
小时经济圈，全面打好城镇提质、交
通提速、园区升级、旅游升温、脱贫
攻坚、环境治理“六大战役”，勾画出
一幅美丽的发展蓝图。

如今的金洞，中国楠木之乡、全
国森林康养示范基地、 国家最佳旅
游目的地等多个国家项目相继落户
本地；生态旅游方兴未艾，以金洞漂
流为主导的旅游业蓬勃发展 ，“全
民、全年、全域”旅游格局雏形初现；
10 万金洞人正攻坚克难， 脚踏实地
拼项目，科学实干抢发展，拼抢出了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崭新天地。 一个
水更清、天更蓝、地更美宜居宜业的
秀美山城正在加速建成。

金洞，正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意
气风发的姿态、追星赶月的速度，成
为湘南地区后发赶超的一颗璀璨明
珠。

砥砺前行 城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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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小水电是金洞支柱产业之一。 （本版图片均由金洞管理区委宣传部提供）

森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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