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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理念渗透到了桃源大地的
每个角落，也浇灌到每个桃源人的心
里。这一股强大力量，从大刀阔斧治
理生态环境上可见一斑。

养殖业是桃源的一大支柱产业，
全县最多时有大小养殖场 3000 多
家。2017年生猪出栏上百万头，蛋鸡
出笼近千万羽。为保护生态环境，近
年来，该县禁养区1000多家养殖户全
面退出养殖序列，告别了养殖污染，走
上发展生态产业之路。目前，全县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率达到
92.7%。

雷丽霞家住漳江街道白佛阁社
区，曾经养鸡5000多只。退养工作启
动后，她将鸡舍改造成为菇棚，今年收
入比养鸡更高；梅溪桥社区居民张美
坤从2010年开始搞养殖，总面积超过
1500平方米，大量粪污给环境造成污
染。2017 年，她关停养殖场后，在原
址建了一个生态农庄，生意火爆。

在桃源县热市镇，山体蕴含丰富
的石灰石矿产资源，这里曾有大小矿
场 8 家，每家平均年产矿石 10 万吨。
很长时间里，矿产开采为当地经济发
展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为之付
出的是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打造“绿色矿山”，吹响了实践“两
山”理念的号角。一半矿场被勒令关
停，其余的迅即实行提质升级。中材
常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向家湾石灰石

矿，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公司投
资 1218.7 万元用于终了边坡生态修
复，投资 200 万元用于矿区及周边零
星区域景观绿化。一度光秃秃的山
体，重现昔日靓丽容颜。

在桃源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曾长
期存在“一铝独大”的局面。创元铝业
年产值占全县规模工业 80%，但其高
污染、高能耗的现实，俨然生态环保路
上的一只拦路虎。对此，桃源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抉
择：2016年，关闭电解铝产业，并同步
关停了配套的电厂和新材料。2017
年，随着嘉利亚新材料等高新企业入
驻，创元铝业产品从单一的铝锭升级
到铝型材、铝模板、铝板材、阳极碳块，
逐渐形成了一条更具效益、更加节能
的铝产业链，被省工信厅授予“铝循环
再生产业园”称号。

为强力推进污染防治，桃源出台
了《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全面开展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县严控总量

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先后关停淘汰各
类企业、工厂70多家。同时组建规模
化、清洁化的环保型生产线，建立物质
循环、污染物最小化排放、资源高效利
用的产业体系。桃源高新区以“一区
三园”的构架和80多家规模企业的恢
弘，成长为常德市首家产值过 200 亿
的省级高新园区。

生态文明人人共建，生态成果人
人共享。近年来，“万人绿色出行”“倡
导绿色消费”“保护同一片蓝天”“保护
母亲河”等活动，将生态环保理念植根
桃源大地。在机关，资源节约蔚然成
风，60多家省市园林单位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在学校，生态教育进课堂，“大
手拉小手”“环保志愿者”等实践活动，
让生态环保的理念在青少年心中生根
发芽；在农村，村民自发环保协会，联
合开展农村环保“两清”“两减”“两治”

“两创”工程，推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推广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建设、进行生
活垃圾、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形成人
人讲卫生、户户重环保的文明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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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巍巍，沅水汤汤；蓝天相伴，一碧万顷。这方山水之间，便
是世外桃源。

初秋时节，踏访桃源大地，恰似画中漫步。但见乡间青山叠嶂，
清溪潺潺，自然生态令人心旷神怡；城里流光溢彩，绿荫花影，现代
新城尽显清雅宜居；人们怡然自乐，举手投足间，环保理念早已成为
家园共识。

近年来，桃源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始终坚持生态立县，着力建设绿色桃源，利用绿色资源“好底
子”，握住绿色产业“钱袋子”，打造绿色宜居“福窝子”，走出了一条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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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桃源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407.5亿元，获评湖南省全面小康推进
工作先进县，且考评结果排名二类县
第一名。今年，虽受疫情影响，全县上
半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82.1亿元，规
模工业总产值 98.5 亿元，比去年同期
分别增长1.5%、4.9%。这份可喜的成
绩单，是桃源县在发展经济和呵护生
态之间，不断求证实践结出的硕果，充
分彰显了“两山”理念的真理力量。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桃源县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贯
穿经济发展始终，坚持政府主导、部门
主推、乡镇主抓、村组主为、居民主创，
联袂演绎了一场生态创建的大戏，共
同为世外桃源的绿意注入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

桃源将“生态立县”写入县第十二
次党代会报告，将其提升到全县发展
的战略新高度，并建立县委常委会和
县政府常务会定期调度生态环保工作
机制。还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年度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计划，对中央、省、市的重
大决定、决议、决策及时进行学习、传
达、贯彻。生态理念融入战略决策，使
全县上下进一步增强了践行“两山”理
念的高度自觉和自信。

桃源紧跟顶层设计，全面开展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将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推动“两山”
理念真正落实见效。2014 年获评全
省首批“省级生态县”，2016 年纳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2019 年成功
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今年
5 月茶庵铺被省生态环保厅上报为国
家 级“ 两 山 ”实 践 创 新 基 地 推 荐 名
单。同时，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资
金投入，每年各类生态环保资金达 10
亿以上，占到全县 GDP 比重的 3%以
上。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严格保护，实
现了全县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桃源建立健全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机制，成立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明确每一位县级领导工作任
务，将生态环保工作机构向乡镇延伸，
各乡镇建立生态环保站、村组建立环
保协会，形成县、乡、村全覆盖的三级
生态环保工作网络。

为强化制度约束，桃源还出台了
《环境问题（事件）责任追究办法》《环
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办法》，进一步明确
各级各部门环保工作责任，全面落实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

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桃源把生
态文明理念融入到空间布局、产业发
展、基础建设、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
全县人民齐心逐绿，誓以绿色作为桃
源高质量发展的永恒底色。

绿水青山孕育生态农业，二者关系
最为亲近。作为我省农业大县，桃源土
壤中天然硒资源丰富，有“中国硒乡”之
美誉。依托这一金字招牌，桃源大力实
施“硒+X”战略，建立富硒健康食品加工
产业园，形成以富硒稻米为龙头，富硒
茶叶、功能油品为重点，富硒果蔬、蜂
蜜、黑猪、蛋鸡、皇菊等为特色的“1+2+
N”产业体系。2019年，全县规模农副
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81.9亿元、增加
值15.8亿元，分别增长6.3%、5.9%。

如何打开“两山”理念转化通道，
为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时代答案？眼
下，桃源将“风景”变成“产业”，把“颜
值”转化为“生产力”，一条城市与乡村
共同繁荣、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绿

色小康之路正越走越宽。
桃源风景秀美，境内拥有乌云界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沅水国家级湿地
公园、望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
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 65.47%。行走
在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满目青
山令人赏心悦目，遍地的朝阳产业让
人心怀希望。

杨溪桥镇有 6 个村位于保护区
内，近年来，该镇坚持“生态立镇、产业
强镇”的发展思路，依托大自然的馈
赠，围绕“山”“茶”“林”做文章，不断挖
掘林下产业以及茶乡文化，全镇发展
态势一片向好。

在这里，4.6万亩茶园苍翠欲滴，茶
叶年综合产值达4亿元，成为茶农的“金
叶子”；800亩罗汉果、300亩猕猴桃，化
身村民的“致富果”，演绎着一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山水变奏。截至
2019年底，全镇4个省级贫困村已全部
摘帽，贫困户由562户、1819人减少至
35户、90人，今年全部实现脱贫。

咬定“绿水青山”就有“金山银
山”。全域旅游尤其是乡村旅游，是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最直观的体
现。近年来，桃源将生态优势转化为
休闲产业优势，共创建美丽乡村示范
村 19 个，沙坪镇赛阳村、热市镇龙家

嘴村获评省级美丽乡村，牛车河镇三
红村、毛坪村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
落；“大美桃源”三日游精品线路，深受
游客追捧。全县生态旅游日趋红火，
年旅游人数超 300 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突破40亿元。

素有“沅江小桂林”之称的夷望
溪，发源于桃源、安化、沅陵三县交界
的岭凤尖，是沅水的一级支流。泛舟
而行，徜徉在绿色的水上画廊里，山峦
叠翠、修竹成荫的景致呈现在眼前，令
人心旷神怡。

原夷望溪发电站站长陈沅江，生
于斯，长于斯。他说，儿时的夷望溪清
澈见底，乡亲们在溪边浣衣洗菜。但
上世纪 90 年代，成群的挖砂船、淘金
船搅浑了江水，令人痛心。自2014年
起，随着河道整治专项行动推进，这里
的水慢慢清澈，美成了难忘的童年时
光。如今，原生态的“夷望溪山水”，成
了桃源县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今年
8 月，景区游客接待量超 1 万人次，释
放出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金山银山何所倚？绿水青山长久
时。如今的桃源县，正以崭新的姿态
和高昂的斗志，在更新、更高的起点上
迈出铿锵步伐。

绿色桃源，未来可期！

壮士断腕 拒绝“黑色”GDP

持之以恒 誓以绿色为底色

后劲十足 如画山水绿生金

高山采茶忙。周桂成 摄

夷望溪大樟树茶园。 周桂成 摄

乡间景致美如画。周桂成 摄

桃源县夷望溪风光桃源县夷望溪风光。。卜云卜云 摄摄

牛车河镇三红村，民居掩映在山水间。 周桂成 摄

黄石镜泊黄石镜泊。。周桂成周桂成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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