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绿色是大自然给予桑植老百姓最
好的馈赠。 作为资源丰富的传统农业大县，
桑植县如何破解“绿色贫困”，走出一条富民
强县的转型路？

穿行青山绿水，笔者来到人潮溪镇海拔
千米的南滩村，老百姓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采摘、清洗、装车，一车车高山萝卜驶出
村外。 村支书覃业武说，“桑植萝卜”成为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后一路畅销，今年全村
预计产量 150 万公斤， 至少有 500 名贫困
群众因此增收。

近年来，该县按照“一主多特” 的产业

发展思路，落实“两有四个一”产业扶贫工
作，以“桑植白茶”为主，发展特色产业中药
材、大鲵、蜂蜜、优质水稻等。

如果在盛夏时节来到桑植县西莲茶业
的产茶基地，立足山头，放眼望去，大片大片
的绿色茶园。峰连天际处，茶香萦绕山间。西
莲茶业 1991 年创立至今， 经多年努力发
展，已经拥有 3000 多亩生态茶园，走出一
条“基地 + 农户 + 合作社” 的绿色发展之
路， 带动周边 3 个乡镇 1000 多户增收
1000 余万元。

好山，好水，好茶。像西莲这样的种茶基
地，在桑植县还有很多。 如今的桑植正通过
大力发展茶产业，展开了一幅“茶山绿、茶农
富”的新画卷。

借助绿色发展，已在全县逐步形成“一
村一品”“一乡一品”产业格局，53 家市级以
上龙头企业对接 203 家专业合作社， 带动
贫困户 10391 户发展产业， 建立了产业基
地 281 个，贫困村产业扶持和利益联结全覆
盖。 目前，桑植县种植蔬菜 8.5 万亩、茶叶
7.5 万亩、 草本中药材 3.5 万亩、 蜜蜂养殖
8.051 万箱、大鲵 132 万尾。

靠山养山，靠水养水，努力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桑植将绿色厚植于此，“绿凤
凰”正展翅高飞。

———桑植县绿色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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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故里“绿凤凰”

沿蜿蜒山路，溯澧水而上。 两岸青山
不断，秋日温暖和煦，天空澄净，仿佛人在
画中游一般。 至陈家河镇旧街村，只见清
清澧水缓缓地淌， 从老树下缓慢穿过，宛
如一卷“小桥流水人家”的自然山水画，悠
然温润。

可未曾想到的是， 一家名叫衍升砂
石场为保证货量， 硬生生地改掉了河流
走道， 导致河水直接冲击该镇 300 余亩
黄金茶基地。 所幸的是，当地政府在砂石
场开工后不久就将其关停，将“灾难”扼
杀在摇篮里。 如今的旧街村，旧色老宅，
四季冷暖， 花开花落， 引来游人拍照留
念。

与碧水守护并肩作战的，还有大地增
绿、蓝天保卫、净土攻坚、城乡洁净等行
动，为桑植“高颜值”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
时，桑植县严格实行森林禁伐减伐，大力
推进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水流域综合
治理；提高资源有效利用，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
地制度……

截至目前 ， 桑植县累计人工造林
165.3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72.8%，关闭
煤矿 19 家、非煤矿山 10 家，取缔河道采
砂点 39 处，拆除网箱 18.5 万平方米，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 城区空气优
良率达 95.06%，2018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到 354 天。
这一幅幅绿意盎然的画卷， 和一串串

真实数据，正是桑植县严守资源消耗上限、
环境质量底线、城市开发边界、生态保护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迈上新台阶的生动注脚。

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湖南四大水
系———澧水的发源地，拥有湖南省首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
“亚洲第一洞”“世界最大溶洞单体石柱”的
九天玄女洞，“世界恐龙之父”———芙蓉恐龙
化石发掘地等。

依托秀美的自然风光，桑植以绿色转型
发展理念作为发展旅游产业的突破口。 于
是，在好山好水好生态的孕育下，桑植县生
态旅游“火”了。

虽然细雨霏霏，西线旅游景区的苦竹寨
和九天洞南来北往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在曲折的山间小路上， 远山已红深翠
浅，山脚下一排排黛瓦木楼错落有致地点缀
其中，顺着河流的方向，木楼延展，一派宁静

美丽之景。
近年来，桑植县积极融入张家界“三星

拱月，月照三星”战略格局，西线旅游成为张
家界旅游重要组成部分，初步实现了与核心
景区“景景”相连、“景城”相融。 以九天峰恋
景区、贺龙纪念馆、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纪念馆为核心的旅游经济圈初步成型。
2018 年，全县接待游客 628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33 亿元。

桑植县还大力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乡镇，
将生态美与获得感结合，目前，全县共建成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 3 个， 省级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村 9 个。

生态美绘就了一幅美丽的生态旅游图，
对于未来发展，桑植县也有“算盘”：在大力

兴起绿色发展之时，同时在以保护原有生态
的基础上， 建立以核心旅游经济圈为中心，
沿西北方向溯澧水而上，加快八大公山原始
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沿东北方
向，积极开发建设溇水风景名胜区……

倘若你时间充裕，不妨背上行囊，行走
在桑植 347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目之所及，
尽是一幅幅盛世和谐的壮美生态画卷。

■上官智慧 谢德才 黎治国

一夜绿荷霜剪破，丹枫

深秋红似火。

秋阳洒落，立于桑植县

城的梅家山巅眺望：澧水河

犹如一条蜿蜒的玉带，过城

穿梭；道路两旁树叶渐黄，各

色鲜花分外妖娆。 秋日盛景

的背后，凝聚着 47 万桑植儿

女对绿色发展的不懈追求和

努力。

桑植县始终坚守“生态

优先 、绿色发展 ”的成长坐

标， 恪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把绿色发展当成关系人

民福祉、关乎全县人民未来

的长远大计，让“绿林”走向

“绿海”，更是对“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践行。 张
家
界

污染防治攻坚战塑造“高颜值”

绿水青山助生态旅游声名鹊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桑植县城全景。 李维跃 摄

八大公山镇蹇家坡茶园。 李维跃 摄

美丽九天洞。 覃文乐 摄

村民载歌载舞庆祝节日。 向韬 摄

桑植县白石萝卜远销海外。 张明涛 摄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党中央、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桑植县广
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砥砺奋进，向贫困宣
战， 致力于改革发展稳定， 持之以恒强农
业、富农村、惠农民、利民生，革命老区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 我们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新发展理念和省委 “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市委“对标提质旅游强市”战略，坚持
“旅游融合 、产业扶贫 、绿色发展 ”总体思
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一心、苦干
实干，加快推进“张家界西线旅游发展新高
地、张家界生态健康产品生产新基地、老区
群众小康生活新福地”建设，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坚持旅游融合， 打造张家界西线旅游
发展新高地。 主动承接张家界旅游经济辐
射，促进旅游融合发展。 在发展布局上，围
绕“一圈三区多点”，建设“1+4”城镇旅游经
济圈，武陵源北部旅游经济区、溇水风景名
胜区、八大公山生态旅游经济区，多点发展
乡村旅游。 在景区景点上，以推进西线旅游
为契机，继续完善九天峰恋、刘家坪、洪家
关景区景点建设， 推进旅游观光型向观光
休闲型转变。 在品牌打造上， 突出红色培
训、红色研学、白族风情等重点，持续擦亮
红色旅游和白族民俗文化品牌， 与核心景
区实现差异化发展。

坚持高质量发展， 打造生态健康产品
生产新基地。 紧紧依托张家界旅游市场，
围绕生态健康主题， 突出生态健康理念，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在绿色食品 、生物医

药 、文化旅游等生态健康产品 、生态健康
产业方面加快发展，把桑植良好的生态优
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 按照“一主多特”
发展思路 ，以 “桑植白茶 ”为主 ，稳步发展
粽叶 、中药材 、蜂蜜 、大鲵 、烟叶等特色产
业，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围绕绿色综
合产业园区 ，突出发展重点 ，发展绿色食
品、生物医药、旅游特色工艺品、新能源产
业，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立足高铁新区，积
极发展中转仓储、冷链配送物流等现代物
流业，加快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项
目 ，推进城市商业中心建设 ，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打造老区群众小
康生活新福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将把脱贫攻坚
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落实“五个一批”“六
个精准”要求，2019 年所有贫困村出列、贫
困发生率降至 2%以下，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目标，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 把社会事业发展作为最关心的民生问
题，用心用情用力发展民生事业，坚持财政
支出向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公共
文化服务等民生领域倾斜， 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注重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增加获得感、安
全感、幸福感。 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统筹推进污染防治“五大行动”，着
力完成大鲵保护区水电项目整改， 大力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环境整治， 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 努力将桑植建设成为人民群
众的幸福家园。

立足新时代 把握新机遇
加快建设“新三地”
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桑植县委书记 刘卫兵
桑植县委副书记、桑植县人民政府县长 赵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