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一个东江湖 ， 半湖 “洞庭水 ”，
其水质之好 、储量之丰 ，为湖南唯
一 ，全国也不多见 。而 “三湘林业第
一 县 ” 绥 宁 ，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74.94% ，被誉为 “没有污染的神奇
绿洲 ”。

这方绿水青山 ，如果再是老一
套的 “靠水吃水 、靠山吃山 ”，结果
只会水污染了 、山吃空了 ，继续重
复昨天的故事 ，糟蹋了好资源 。

农耕时代 ，平原最值钱 ；工业
时代 ， 沿海最值钱 ； “吃饱了撑着 ”
的休闲时代 ，山水最值钱 。过去毁
林 砍 树 ，现 在 转 型 升 级 、换 种 “吃
法 ”， 将来的大趋势就是卖水卖空
气卖环境 。君不见 ，大名鼎鼎的杭
州千岛湖 ，已经吹响了打造千亿级
国际休闲度假目的地的号角 。

“在开发中保护 ， 在保护中开
发 ”，对东江湖 （资兴市 ）、绥宁县来
说，化生态优势为产业优势 ，守住了
绿水青山，就是守住了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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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向云峰

突围“独木经济”，产业重转型
绥宁， 以林著称。“八山半水一分

田，半分道路与庄园”。
这里，292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林

地面积占近八成。
这里，是“三湘林业第一县”， 森

林覆盖率达74.94%；森林资源总量、木
材单位面积蓄积量、 林木单位面积年
生长量等指标全省第一；

多少年来， 人们津津乐道于上天
赋予的资源神话，原始地靠山吃山，围
着山林打主意，从最初的卖木头，到简
单的粗加工，“独木经济”是其基石。以
宝庆联纸为龙头的竹木加工企业，最
多年份要消耗木材10多万立方米。林
业经济占全县GDP的68%； 县财政收
入的70%、林农收入的60%直接或间接
来自林业。

2001年6月19日， 一场特大洪灾，
让长年过度采伐森林的绥宁， 毫无防
御力，山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亿
多元。此后几年，绥宁几乎连年大灾。

过度消耗资源的沉重代价， 让绥
宁人警醒。痛定思痛，他们提出生态立
县的构想:跳出伐木的深渊、摆脱木头
经济的桎梏。

带着清醒的认知，顶着巨大压力，
实施产业转型， 去重新描绘山清水秀
的新图景。

自2007年以来，绥宁县关闭了157
家小型造纸厂、竹木加工厂；同时，引
导宝庆联纸、 中集竹木等较大规模企
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资源集约利用。曾
经的木材消耗大户宝庆联纸， 先后投
资2亿元进行巫水流域水电开发，投入

1.3亿元进军锂电池生产领域， 逐步迈
开了企业整体转型的步伐。

竹木加工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在
绥宁转轨， 年林木砍伐量从2007年前
的34万立方米减少到当前的10万立方
米左右，每年减少财政收入5000万元，
但累计增加的森林蓄积量达200万立
方米。

还是“靠山吃山”，选择了绿色方式
春末的绥宁层峦叠翠,美得让人心

醉；这个美丽的季节里，人们在忙碌中
播种一年的新希望:
� � � �关峡苗族乡大园村， 种植大户黄
秀田忙着种油茶；

黄桑坪苗族乡上堡村， 农家乐老
板杨伍凤忙着装修， 等着迎接旅游黄
金季；

华龙风行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所
有设备都进行着满负荷的生产， 他们
用竹木为原材料生产的运动滑板，已
经走出国门，供不应求……

还是“靠山吃山”，绥宁人选择了
绿色方式。

工业向绿色转型。 大力引进和扶
持非竹木工业企业，一批医药、新能源
产业在绥宁迅猛发展。 风能、 生物质
能、水电等清洁能源产业风生水起。大
唐风力发电项目建设进入实施阶段，
华能、湘电等企业正跃跃欲试。天冠宏
泰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项目即将开工
建设。 目前， 全县62家规模工业企业
中， 非竹木加工企业达到规模工业企
业总数的近四成。

竹木加工企业，向精深加工转变。
在湖南华龙风行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展
品间，各种运动滑板琳琅满目，色彩斑
斓。公司董事长王虹力告诉记者，这样
一个滑板，普通的可以卖到800-1400

元，电动的要卖4000多元。这些体育运
动滑板，已远销美洲、欧洲、澳洲和东
南亚。在这里，一根20元的竹子，可做
两块滑板的坯板； 一根竹子到这里走
一趟，身价陡增几十倍。

农业以绿色为本，放大特色，绥宁
确定将杂交水稻制种、油茶、生态养殖
等作为全县农业特色产业；目前，绥宁
杂交水稻制种发展到10万亩， 被誉为
“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一县”。 绥宁腊
肉、绥宁糍粑、巫水鲤鱼、黄桑干鱼等
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味佳肴。 而绞
股蓝、青钱柳、冬笋、花猪、高山有机蔬
菜等特色产品， 成为各路商贩的抢手
货。

以往只卖木头的青山， 如今卖起
了“风景”。绿色、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让养在深闺的绥宁走进人们的视野，
省内外的游客，纷纷结伴前来，去黄桑
来一场森林生态徒步探险游、 去花园
阁国家湿地公园来一次浪漫的水上休
闲游、 去苗乡体验四月八姑娘节的独
特风情……

旅游业带来了商机。4月27日，黄
桑坪苗族乡上堡村的杨伍凤正忙着大
搞装修。“家里6间客房都要配上单独
的卫生间，这样客人会更方便。”她家
经营的农家乐，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
周末和小长假，房间都要提前预订。自
从2006年接待“四八”姑娘节尝到了甜
头， 杨伍凤便专心干起了农家乐， 一
年可以赚到十几万。在上堡村，这样的
农家乐有10多家， 本来在外务工的李
享凌、石冰等年轻人，也嗅到了商机，
纷纷回到家乡开起农家客栈。

旅游火了， 同样红火的还有山上
的特产。以前漫山遍野的青钱柳，如今
身价陡涨， 一公斤干茶能卖到七八百
元。 杨伍凤一次就给一位上海的客人

寄走了6公斤。

播翠撒绿 养山才能富山
走出粗放的发展模式， 绥宁人尝

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甜
头， 他们知道， 靠山吃山更要养山富
山，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珍爱家乡的一
草一木。

他们定下“宜居、宜业、宜游”的目
标，立志打造“山水绥宁”。

坚持封山育林， 全县划定生态公
益林127万亩，其中45万亩县级生态公
益林由县财政负责对林农进行直接补
偿。

为了不断提升生态品位， 绥宁号
召全县群众放下斧头、拿起锄头，播翠
撒绿，牢牢构筑起生态屏障。

今年春天， 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
园村相水冲山场上，一派忙碌景象。承
包此山场的林业大户黄秀田告诉记
者，这个春天，他组织劳力在这片林地
上种植油茶350亩。在绥宁，像黄秀田
这样的林业大户还不少。去冬今春，绥
宁新造油茶林2500亩， 全县油茶林面
积达到20万亩， 年创产值可达6000万
元。

为调动人们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县里确定了奖励措施， 对阔叶树混交
比例在10%、20%、30%的造林小班，每
亩除奖补50元苗木费外， 另分别按每
亩40元、80元、120元的标准予以奖补。
同时，不断拓展造林主体，积极引导和
扶持社会资本投资造林。

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卓有远见的
创举。近些年，全县涌现造林大户、造
林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造林主
体200多户。去冬今春，全县共完成造
林5.3万亩、幼林抚育7.6万亩、植树210
万株。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谢平芝 邓剑锋

东江湖，地处湘江上游，水面
面积160平方公里，蓄水量81.2亿
立方米，相当于半个洞庭湖。

东江湖沿岸， 大部分岸线被
资兴市白廊乡所环绕。 一汪湖和
一个镇，唇齿相依。

4月下旬， 正值莺飞草长、春
风和煦， 白廊乡党委书记廖草洋
却高兴不起来。眼下他愁的，是督
促乡里的规模养殖户退养。“市里
要求，东江湖禽畜禁养区的369户
今年底前要全部退出， 可眼下还
只完成70多户。 群众工作不好做
啊。”他告诉记者。

转型阵痛
对以“猪、渔、果”为主打产业

的白廊乡来说， 目前的转型颇有
些艰难。

回溯历史，上世纪80年代，因
为修建东江水库的需要， 许多资
兴人不得不搬迁。 大部分农民后
靠于山头，开山造林，发展畜牧，
二十多年打拼， 东江水边， 成了

“鱼米仓”、“钱袋子”。
曾经“万口网箱下东江”，可

如今却“有水不能渔”。资兴市从
2011年起加快东江湖网箱退水上
岸，对原有1.3万口网箱，计划到
今年底只保留4000口， 确保湖区
一级保护区内没有网箱养殖。

扩大生态公益林面积， 实施
禁伐、禁火、禁荒、禁猎、禁牧的

“五禁”措施，直接让湖区林业经
济受挫。而矿业治理，更是让“金
山”不在。据资兴市环保局介绍，
坚持铁腕整治湖区污染， 近年来
共取缔非法矿点27个， 关闭有证
矿山17个， 湖区居民直接或间接
经济损失上亿元。

外地老板叶建清办了个碳素
厂，这个白廊乡唯一的利税企业，
去年也因为环评不达标而关了
门。登上央视《新闻联播》镜头的
叶建清，表情有些苦涩。

舍得之道
如何处理“环保与温饱”的辩

证关系， 这道考题摆在当地政府
面前。

“东江湖是资兴的命脉，郴州
的水源地，湖南的战略水资源，直
接关系到湘江中下游。 从战略高
度重视东江湖保护， 就是最大的
政绩。”资兴市委书记陈荣伟语气
坚决。

扭转以GDP论英雄的政绩

观，是资兴市正在采取的做法。从
2013年开始，市里对白廊乡等7个
乡镇取消了财税收入、 新型工业
化等考核指标，增加了生态保护、
农民增收等民生事项的权重。效
果也很明显， 白廊乡当年发动村
民植树造林2800亩， 比市里下达
的任务多出1300亩。

新考题带来新变化， 也带来
不少新问题。舍弃“猪、渔、果”产
业， 东江湖周边群众持续增收靠
什么?� 共饮一江水， 作为上游的
湖区的百姓舍弃了不少发展机
会，生态补偿机制该如何建立？一
个典型的例子， 是东江湖区山林
被划为生态公益林后， 每年每亩
的补偿为20元。 相比每亩山林平
均150元左右的年收入，这个补偿
标准实在有点低。

在资兴市委书记陈荣伟看
来， 争取实行生态补偿机制及移
民双转移政策， 可以把湖区产业
通过补偿的方式转移出来， 减少
对东江湖周边生态环境的依赖。

问水寻山
保护与发展， 既需要政策推

动，也不能完全“等、靠、要”。“守
着绿水青山， 出路问水寻山。”东
江湖区人正在开启自己的探索征
程。

4月23日， 记者在东江湖看
到，投资1.3亿元的环湖公路一期
已基本完工。 道路两侧，“东江湖
（白廊）桃花节欢迎您”的标语还
未撤去。

“桃花节刚结束不久，今年已
是第三届啦。白廊人气旺了，旅游
发展了， 桃子的价钱都涨了好几
倍。”说到旅游开发，白廊乡党委
书记廖草洋拉开了话匣子。

驱船向湖心进发。 凤凰岛正
是白廊乡“五岛一村”旅游开发的
核心项目，也是唯一能在岛顶360
度观湖景的地方。 景区管理负责
人程旭告诉记者， 岛上还散养了
孔雀、猴子、羊驼、松鼠，人与动物
能够零距离互动，今年“五一”假
期已正式开园。

而在七仙姑岛上， 过去靠网
箱养鱼的黎小杨， 现在把养殖规
模缩小了大半。转型水上农家乐，
已经让他尝到了甜头。“钓鱼、住
宿、休闲旅游一条龙，今年我还追
加投资、 扩大了住宿规模哩！”黎
小杨乐开了花。

“过去的湖区人，捕鱼养猪砍
树，而今后，可以卖水卖空气卖环
境， 到休闲度假产业中去掘金。”
资兴市委书记陈荣伟说。

山清水秀中崛起

感谢上天赋予绥宁这么美的山
水。善待山水，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绥宁县委副书记、县长罗玉梅

绿色转型，迟转不如早转，慢转不
如快转，要以前瞻性的视角引领转型。

———资兴市委书记陈荣伟

东江湖边：转型的舍与得

位于绥宁县的湖南中集竹木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用
当地原材料生产竹木复合集装箱底板。

绿色生态，绿色经济，绿色理念……春末夏初，走进绥宁，怎一个“绿”字了得———

“靠山吃山”新演绎

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
果显示，全国森林面积2.08亿公
顷 ，森林覆盖率达21.63%，森林
蓄积151.37亿立方米。 其中，人
工 林 面 积 0.69亿 公 顷 ， 蓄 积
24.83亿立方米。

从分类来看 ，天然林面积从
原 来 的 11969 万 公 顷 增 加 到
12184万公顷 ， 增加了215万公

顷 ； 人工林面积从原来的6169
万公顷增加到 6933万公顷 ，增
加了764万公顷； 人工林面积继
续居世界首位。

在2009年的APEC会议上，中
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
年， 中国要实现森林覆盖率和森
林蓄积量的 “双增 ”目标 ，森林覆
盖率目标为23%。

■记者手记

绿水青山的新“吃法”

上堡村位于绥宁县西南端，与城步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接壤，距绥宁县城约50公里。古村地处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是湘桂黔地区最古老、保存最
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 本版照片均为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一路心语

绥宁县南竹
产业园，华龙风行
公司依托当地的
竹木资源生产滑
板。

■链接

中国森林覆盖率目标
2020年达到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