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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地下“矿产资源” 捧起地面“绿色饭碗”
——凤县科学发展的正确抉择

本报记者 刘涛

我县被外界冠以“矿业大县”、“全国

四大铅锌基地”、“全国黄金吨金县”、“工

业强县”等类似头衔的山区县，近年来不

拼资源抓生态，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在不断转方式、调结构中实现稳增长，

在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中

奋力突围，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初步探索

出一条从“地下”走到“地上”，从“黑色”

转向“绿色”的资源型县区转型新路。

直面现实  矿业大县转型突破
凤县是一个因矿而兴的资源型县区，

已探明的铅、锌、黄金、石墨等 27种金

属与非金属矿藏中，铅锌储量达360万吨，

黄金储量达150多万吨，凭借着5000亿元

以上矿藏的潜在经济价值，稳坐矿业大县

的宝座。相当一段时间，这里已经形成了

以采、选、冶等为主的工业经济体系，全

县财政收入的85%以上来自工矿产业，矿

业成为了该县县域经济的支柱和龙头。随

着矿产资源的不断采掘，一些矛盾伴随而

来，资源依赖型的县域经济发展已经显现

出后劲不足。“矿石总有挖完的时候，我

们资源型县区的转型与发展就像一场赛跑，

竞争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对凤县而言，

无论资源是否存在枯竭现象，经济转型都

是必需的。危机，也是发展契机。我们要

实现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的转型，走科学

发展、持续发展之路。”作为凤县的当家人，

县委书记张乃卫带领一班干部很有预见性

地选择了旅游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凤县持续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通过一

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引导民营工矿资

本转移投资旅游产业。被评为省级重点名胜

风景区的紫柏山景区就是最鲜活的例证。

穆建辉是凤县有名的矿老板。2007

年，凤县开始旅游开发以来，急需民营资

本为旅游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穆建辉成

为了政府的“重点发展对象”。功夫不负

有心人，2007 年 8 月，穆建辉在全县民

营企业中，第一个带头投资开发旅游项目，

投入 2000 万元在紫柏山景区架起了观光

索道，修建了供游人休憩的木屋。原本负

债累累、举步维艰的国有林场在他的配合

开发下，旅游收入从年几万元发展到年收

入数百万元，从“拿起刀斧砍树卖钱”到

现在摇身一变“看树护树吆喝风景”、通

过旅游综合收入滚动建设开发的良性可持

续发展。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使低迷的林场

焕发了勃勃生机，更使宝贵的森林资源实

现转型升级，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凤县，像紫柏山景区这样的情况十

分普遍，耳熟能详的灵官峡景区、秦岭花

谷，就连县城里按照 5星级酒店标准建成

的中苑香格里拉酒店、凤城大酒店、3 星

级酒店尔玛人家等都是民营工矿资金反哺

旅游产业结出的硕果。

顺应形势  五大工程保护生态
2010 年，凤县将原有的“工业强县、

椒畜富民、生态立县、旅游兴县四大战略，

调整为“生态立县、旅游兴县、工业强县、

椒畜富民”。张乃卫告诉记者，“县上的发

展战略内容没有变化，只是调整了一个次

序，但‘生态立县’从排第三到排第一，

体现了我们凤县对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准

确把握，体现了‘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

软实力’的发展理念。”

口号的提出，次序的改变，是一件很

简单的事情，如何下棋落子，谋局布篇？

科学谋划，大力实施生态绿化造景、生态

移民整容、生态节能双赢、生态设施保洁、

生态产业富民等五大生态治理工程成为凤

县的经典之作。

凤县先后投入 1.6 亿元，实施了“环

县城绿化屏障”、“双岭双路”百公里生态

花廊、嘉陵江上游凤县段生态综合整治等

造林绿化工程，森林覆盖率由 2005 年的

65.8% 提高到目前的 75.8%，县城人均

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33.4 平方米。

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完成了

24 个村的“三化一片林”建设和 45 个生

态家园、63 个生态移民点，6724 户农村

群众 2万多人告别了土窑洞、茅草房和单

家独居的历史，全部搬迁安置到主要城镇、

公路沿线或大村庄居住。

鼓励群众安装太阳能采暖设备 6650

余套，建设沼气池 5375 座，在全市农村

首先推广实施“煤化、电化、气化”三化

工程，全县逐步形成了“畜―沼―果”的

生态发展模式，城乡居民逐步减少了对柴

火的依赖，基本杜绝了毁林现象。

投资 1300 余万元在各乡镇建成了 5

处污水处理设施、6 个垃圾集中处理填埋

场和 55 个封闭式垃圾台，在全县范围内

基本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垃圾、

污水收集、转运、处理运行新机制和覆盖

城乡的工作网络。

将生态优势向经济效益转变，发展生

态产业，唱响花椒、苹果、药材、畜牧等

农副产品“绿色、健康、放心”生态品牌；

发展以废气、废矿、废渣为原料的循环利

用企业，做到了矿产资源集约利用；依托

生态资源优势，全力培育生态旅游产业，

唱响“七彩凤县、水韵江南”旅游品牌。

“我们现在已经捧上了全国卫生县城、

国家园林县城、国家生态示范区、中国最美

小城的金招牌，并且率先在全省实现了省级

生态乡镇全覆盖。如今，在凤县，生态型工

业发展模式得到推广，高效生态农业成为

农村经济重要增长点，以生态环境、现代

农业、特色乡村旅游为支撑的旅游业成为

第三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我们已经初步

形成了‘生态经济日益繁荣、生态环境不

断改善、生态文化深入人心’的良好局面。”

凤县县长郑维国满是自豪地告诉记者。

逆势而变 经济幸福同步提升
面对连年来全球经济形势的不景气，

凤县县委、县政府领导镇定自若。因为，

他们发现自从不吃地下的“矿产资源”，

捧起了地面的“绿色饭碗”，县上的经济

增速没有减缓，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和生

活的幸福指数逐年提升。

凤县通过发展旅游业，9个乡镇中有

6个镇从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100 个

行政村中有 30多个村从事旅游相关行业，

全县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从业人员总数

达到 8000 多人，旅游业就业人数占城镇

就业人数的 44%，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惠及

全县最具潜力的“第一产业”。远离县城

20公里的马场村曾经是凤县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上世纪 90 年代末，村民人均收入

不到 500 元。随着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

家乐等项目，只有 78户、378人的这个村，

已经开办了 18家农家乐、12户家庭宾馆，

村里 70%以上的农民从事旅游服务，村民

人均收入近 9000 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远近闻名的农家乐高山观光休闲旅游区。

凤县将生态保护开发与现代休闲农业

产业园建设相结合，发展了万亩花椒林、

万亩苹果园、万亩中药材基地、10 万亩

无公害蔬菜基地和 20 万株核桃树；建成

了全国最大的林麝养殖基地和西北最大的

梅花鹿养殖基地，大鲵饲养量全省第二；

陆续开发出凤椒芽菜、花椒茶、榆林铺

金丝南瓜和山核桃工艺品等特色农产品品

牌，雨润椒业、鼎昌农业等一批旅游商品

生产加工企业应运而生；羌寨风情园、汇

丰果园度假山庄、蝴蝶兰观光园等一大

批农场变身成为了游客的休闲场所，凤县

也因此成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县。现如今，就连过去在山里人看来并不

起眼的花椒、板栗、核桃、野菜这些山货，

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不出村都能卖

个好价钱。2012 年，凤县实现农业增加值

5.11 亿元，创历史新高。

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和旅游业良好的

发展态势让金融机构、大企业信心十足，

宝鸡市农发行与凤县人民政府签订了 5 

年期 10 亿元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战略合作

协议，重点投向凤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新农村建设、县域城镇基

础建设和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国内 500 强

企业龙源风电投资 15 亿元在凤县建设风

电项目，台湾今日景艺带来 158 万美元，

建设集蝴蝶兰科研、组培生产、栽培销售

为一体的国家级蝴蝶兰博物馆，这在以往

是凤县想都不敢想的事情。2012 年，凤

县招商引资实现到位资金 24.12 亿元，完

成市上下达任务目标任务的 150.75%。

凤县还通过强力推进矿山企业资源整

合，将全县原有的 130 多户小型铅锌采矿

矿山企业整合为 29户，让他们抱团发展，

集约化经营；投资 1亿元的 30 万吨过磷

酸钙企业，当年建成达产达效，一袋袋产

品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华仁

二里河金矿投资 6000 万元，实施了以节

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为核心的技

改扩产项目。2012 年，凤县规模以上工业

完成总产值 218亿元，同比增长 45.6%。

科学转型的思路如此清晰，步伐如此

利落，效果如此明显，究其原因，奥妙何

在？凤县县委书记张乃卫一语中的：“凤

县把自身发展置于全市、全省，乃至全国

的发展大局之中，能够结合实际，找准、

利用好自身的优势，探索科学发展的新路

子，适时调整发展策略，实现了县域经济

的跨越式腾飞。”

2012 年，凤县全县预计完成生产总值 110 亿元，同比增长 20%；地方财政收
入 3.8 亿元，同口径增长 20%；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98.6 亿元，增长 30%；
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9000 元和 26895 元，分别增长
18.5% 和 15%，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 3:1 以内；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1 亿元，
增长 15.6%……

本报讯  近年来，我县把林麝养殖作

为一项重要的富民产业来抓，采取“科研

+ 公司 + 基地 + 协会 + 养殖户”的养殖

模式，加大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技术培

训力度，有力的推动了全县林麝养殖产业

的快速健康发展，全县林麝存栏总数达到

3620 只。仅林麝养殖一项今年实现总收入

3120 万元，全县农民人均养麝收入 422 元，

成为我县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的

一项重要的特种养殖产业。

目前，全县已发展成立了 7家林麝养

殖公司，全部取得了林业主管部门的养殖

许可证，使全县林麝规范化养殖场达到了

314座，初步形成了以公司为龙头、以科研

院所为技术依托、以规范化养殖基地为中

心、辐射带动养殖户分散养殖的新型养殖

产业体系。                    （罗永忠）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县将创建国家

文化体系示范区建设工作纳入本县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研究制定了创建

工作《实施方案》和《规划》，落实创建

专项经费 180 万元，同时足额拨付国家给

予的免费开放补助经费，做到专款专用；

坚持城镇和农村文化建设统一协调发展，

通过文化惠民进百村活动，使文化不断向

农村地区大力延伸；坚持大力扶持群众自

发性文化群众活动，积极发掘和传承民间

山歌、羌文化等本土文化，使文化活动的

特色化、专业化不断加强。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县建成了数字

农家书屋 10 个，“村村通”设施 7000 多套，

共享工程服务点、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

屋实现全覆盖，拥有各类群众文艺社团 40

多个，演职人员 700 余人。( 秋夏成 )

文化惠民进百村
群众幸福指数高

林麝养殖产业好
健康发展势头强

本报讯  日前，县国库支付局下发通

知，在实施“创优评差”竞赛活动的同时，

突出特色，开展“微笑服务”活动，全力

提升国库集中支付服务质量。通知要求，

全体工作人员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内强素

质，外树形象，争取群众对集中支付工作

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

目前，县会计核算中心转轨成为国库

支付局。该局在认真履行监督职能的同时，

不断强化服务意识，自觉做到“微笑服务”，

用真诚的微笑，文明的语言，优雅适当的

礼仪，让办理业务的人员感受到春天般的

温暖。让灿烂的笑容，为“青年文明号”

的金字招牌添彩，成为新形势下财政干部

崭新的名片！                  （田明）

“微笑服务”提升
国库集中支付服务质量

本报讯  近日，省果业局确定黄龙、

大荔、凤县等 11 个县区为陕西省优质苹

果基地县，宝鸡市获此殊荣的仅凤县一家。

近年来，我县严把园区规划关、园区

整地关、苗木调运关、苗木栽植关、政策

兑现关，并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省果业

局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特聘果树专家教

授对果农进行技术培训，鼓励果农实施“大

改形、强拉枝、巧施肥、无公害”四项关

键生产技术，带动苹果产业向标准化、规

模化、效益化方面发展。

目前，我县已建成以唐藏、河口、平

木等乡镇为中心的苹果生产基地，种植面

积达到 8.35 万亩，2012 年全县苹果产量

5.9 万吨，产值 2.36 亿元，农民人均增收

3189 元，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本报记者 田俊雅）

我县荣获全省
“优质苹果基地县”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