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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理论”的桂东实践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何文雄 刘红亮 陈莉

寒风细雨的冬日，罗霄山脉深处。车行桂东，一路绿意呼啸。眄视窗外，近处河流

碧水静谧，远处群山层叠，薄薄的雾霭轻挂在山腰、峰顶，宛若一幅山水相融的锦绣画

卷。不经意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巨幅宣传牌接连掠过。

绿水青山的生态，一直以来是桂东最大的优势、品牌和潜能。

近年来，桂东县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崛起之路，一以贯之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发力全域旅游和生态农业、工

业产业，将绿水青山转化为了金山银山，成为了郴州践行“两山理论”的生动样本。

无论是青山间郁葱的森林、碧波盈
盈的江河湖水，还是“醉人”的天然氧
吧，大自然慷慨，赐予桂东毓秀的山
水，为桂东加持“绿富美”的底色。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为守住绿水青
山、碧水蓝天，桂东人一度在过苦日
子。全县长时间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

“帽子”。
面对无工不富的现实，桂东曾发展

化工企业7家，鞭炮厂、煤矿、砖窑等几
百家。但高产值、高税收、高就业的工
业产业却带来了高能耗、高排放、高污
染的副作用。

然而，近日记者再访昔日污染严重
的化工厂所在地——增口村，看到的是
当地痛定思痛后的生态立县抉择——这
里变成了易地扶贫搬迁集居区、旅游集
散中心、客运集中枢纽，南竹、绿水、
梯田又回到了增口村。

正如桂东县委书记谭建上所说：“生
态环境就是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
宁愿发展慢一点，不愿污染一点点。对
桂东来说，生态是桂东最大的王牌，我

们不能自己将这块牌子砸了。”
着眼生态，自我改革，重拳出击。

桂东从 2014 年起集中开展“三关治污”
行动，关停化工鞭炮企业、关闭矿山、
关闭小砖窑。同时，实施高品位的生态
建设，出台《湖南桂东县生态文明发展战
略规划》《中共桂东县委深入实施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坚持生态强县加快绿色崛
起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在产业项目建
设中创新地首次提出并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和生态环保规划“四规合一”； 县财政
每年预算安排生态建设资金1000万元以
上，并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银行支持，
实施绿化攻坚、生态景观提质、国家储
备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项目发展。

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攻坚战在桂东全年
绩效考核占比达到了10%，这根机制改革的

“指挥棒”起到了重要作用，任何人不敢“放”
进污染企业。近两年，桂东先后拒绝了30
余个重污染、高耗能的工业项目落户。

绿色理念的创新实践与持续坚守，让
“有矿不挖、有树不砍、有鱼不捕、有鸟不

抓”成为桂东新常态，干群共同扛起了守
护绿水青山的新担当。

桂东人以倔强的态度守护这一方绿
水青山，有了丰盈的回馈。这个全省海
拔最高的县城不仅成功创建全国生态示
范区，“生态之最”的美誉更是蜚声在
外：空气优良率达98%以上，空气质量指
数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森林覆盖从 1985
年的43.9%上升至现在的85%，位居全省
第一……青山永在、绿水长流，桂东绿
水青山带笑颜。

做深绿色“底色”，绿水青山是“高颜值”

桂东生态底子丰厚，但资源大多躺
在山上、搁在田里。如何唤醒这些沉睡
的资源？桂东一直在孜孜不倦探索。

“全域景区化”是桂东做足绿水青山
“大文章”，让绿色和发展同频共振的新
探索。

“两个月 4 万元。”这是刚刚过去的
这个夏天，寨前镇水湾村村民黄旭鸿的
收入。

随着当地着力打造康养旅游，居于青
娥山、桂东植物园、红军长征首发地——
红六军团西征誓师地附近的黄旭鸿将自
家的小洋楼改造成民宿。7月开张，营业
2个多月，城里的游客往来不绝。

“以前办过养猪场，因为环保不达标
被叫停了。后来见村里环境优美，我就
转型开民宿，没想到生意这么好。”黄
旭鸿笑着说。

在桂东，依托绿水青山与良好生态，

像黄旭鸿一样从事旅游民宿等新业态，鼓
起“钱袋子”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日渐富
足的生活也让相同的笑容映在他们脸上。

唐兰英家的民宿去年开业，餐饮、
住宿、农副产品、土特产等销售加在一
起，今年收入超14万元。长沙来的几家
人，包楼住了一个多星期，走时还把唐
兰英家自养的土鸡、自制的干货和腌菜
等土特产一并买走了。

近年来，桂东县构筑起了以绿水青
山养眼、负氧离子养生、红色文化养
心、淳朴民风养德、绿色食品养身等

“五养”为重点的全域旅游发展蓝图，
以 “ 全 景 桂 东 、 全 域 旅 游 、 全 民 幸
福”为执念，着力创响“桂东在高处、
山水氧天下”的旅游品牌。

为将全域旅游落到实处，桂东以县城
为中心，以平汝高速、106国道为线，以沙
田、四都、寨前、大塘、桥头等美丽乡村旅

游为点，把县域作为一个大景区来打造。
全景桂东带动了全域旅游，游客们纷

至沓来，在这儿住宿、避暑、休闲，体验农
耕生活、品尝新鲜果蔬、品味诗意田园，
当地民宿呈现“一房难求”的火热局面。
今年上半年，全县旅游接待人次同比增
长 24.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25%。
旅游产业特别是生态旅游，正在成为引
领桂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产业。

2015 年，桂东县被授予全国首个
“全域旅游发展试点县”称号；2016
年，被列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区） ”创建单位，获评“2016 湖南最
佳避暑胜地”；2017 年，被列为“湖南
省 旅 游 扶 贫 示 范 县 ”； 2018 年 、 2019
年，连续两年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
单，全县生态康养旅游资源列入“2018
中国旅游好资源发现名录”，全域成为
2019中国（湖南）夏季避暑旅游目的地。

做靓生态“彩色”，全域旅游著“大文章”

好资源引来好项目，好生态成就好
产业。越来越有竞争力的绿色生态让各
种类型的生态农业项目、工业项目纷至
沓来。

寒冬来临前，土里、林间的中药材
早已采收。

12月19日，桂东县沤江镇珍源现代
农业公司厂区，一捆捆岗梅堆成小山；
晒场里，乌药正随着挥动的耙子转身翻
动；厂房内，一根根厚朴正被清理、分
包，它们赶着被运往制药厂。

“桂东高海拔、小气候、生态好，药
材品质好，药材向来供不应求。”公司董
事长李福珍说。

从最初在自己的两亩地种植七叶一
枝花，到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供、
销一条龙的发展模式，李福珍已带动988
户农户3645人种植药材五六千亩、品种50
多个。“公司常年有120多位务工者，人均
月收入2000多元；5月份到现在，平均每天
收购药农药材流水约七八万元；公司的销

售额每年都稳步增长。”对于李福珍而言，
药材都是宝，山上都是钱。

中药材产业与绿水青山和谐共融，
是桂东坚持绿色发展、壮大生态产业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瞄准生态农业，发
展茶叶、药材、南竹、油茶、蔬菜、特
色水果等总面积达 64.1 万亩，生态农业
种养产业已初具规模，桂东的绿水青山
正源源不断地淌金流银。

近年来，桂东县被评为中国野桂花
蜜之乡、湖南省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
县、湖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
点县；桂东中药材产业成功列入“湖南
省主导特色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一县一
特）；桂东玲珑茶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获评“湖南十大名茶”。

在桂东，南竹资源丰富，野生南竹
面积约有 18 万亩。2018 年，怀化市恒
裕竹木开发公司、浙江永裕竹业公司与
桂东的优质南竹成功牵手，众意南竹项
目落户。

走进桂东众意竹木开发有限公司总
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巨幅宣传
牌映入眼帘。生产车间里，一根根南竹
经过机器千百道打磨，走下生产线时，
变成了一块块美观、实用的竹地板。

今年年初，众意竹木项目一期投产
运行，目前已实现产值8000万元，为当
地林农创收近4000万元，成就了“一根
南竹挑起富民产业”的佳话。

通过优先发展新能源、生物医药等
新兴产业，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光伏发
电等新能源产业，桂东县引进了华能寒
口风电、中核牛郎山风电、嘉业电子、
德古文化、众意竹木精深加工等一大批
优质企业项目，走出了一条契合桂东实
际的生态工业产业道路。

走上“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的桂东，打
通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关键通道”，
生态产品的价值可量化、能变现，绿水青
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聚宝盆”。

做实产业“金色”，山水资源成“聚宝盆”

数 说
全 县 林 木 蓄 积 量 达

81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达85%，位居全省之首。
2012年4月，大世界基尼斯
总部给桂东送来了一份特别
的检测报告：全县负氧离子

平均含量4.6万个/cm3，最
高瞬时值竟达每立方厘米

15万个。这以后的7年间，
经过多次检测，桂东负氧离子

含量被认定为世界第一，
最适宜人类居住。

全县落实生态公益林和

天然林封禁保护 119 万
亩，占全县林地总面积的

64.5%。

县内7家化工企业和1
家烟花爆竹企业全部关停退
出，整治关闭煤矿2家、非煤
矿山12家、小砖窑159家。
早在 2017 年，桂东境内已

没有一家污染企业。

近年来，桂东县先后打
造“每日游”精品旅游线路

12条，建设乡村旅游示范

村（点）7个，全县农家避暑
点、精品民宿已覆盖全县

12个乡镇（场），总数达到

402家。

桂东在高处。高处的桂东，森林覆盖率
位居全省之首，绿色生态是桂东核心优势、
金字招牌。

具备如此生态优势的桂东，在保护生态
方面没有丝毫松懈，积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
保护，高擎绿色大旗，谋划绿色增长，建设
生态家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
发展之路。

守生态底线，擎绿色大旗。生态兴则文
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早已被历史反
复证明的规律。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
一种共生关系。只有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
领，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子，才能
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实现可
持续发展。桂东县以最严的措施护绿、植
绿、保“蓝天碧水净土”；倡导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垃圾分类收
运、综合处理和清扫保洁一体化服务；综合
运用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保
护环境，大幅度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从源头
上防止环境污染。

兴绿色产业，谋绿色增长。绿色资源是
永不贬值的资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济发展速度要与法律允许限度和群众满意
程度“三度统一”，实现经济与生态良性循
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桂东在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三
规合一”的基础上，加入生态环保规划，实
现“四规合一”，力求做到产业定位与地区
发展共通共促，产业分布与城乡建设共融共
兴，产业项目与科学用地共利共赢，产业发
展与生态环保共生共行。通过走“生态经济
化、经济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的发展之路，桂东一跃成为湖南脱贫区
县中的经济重地、产业要地。

建生态家园，植绿色本底。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美丽家园的建设是全社会的共识，成
为各地共同奋斗的目标。桂东县坚持把“生
态强县、绿色崛起”观念贯彻到桂东高质量
发展的各个领域，按照生态宜居的要求，着
力建设宜居型的美丽家园。持续开展城市环
境卫生大整治，大力实施“两房两棚、两供
两治”建设，县城建成区绿地率达40.46%、
绿化覆盖率达45%。争创“湘赣边区乡村振
兴示范县”，切实按照“生态宜居”要求，
着力建设了一批“宜居、利居、乐居”的美
丽乡村。

生态财富是最大财富，绿色家园是最美
家园。桂东的实践再一次告诉我们，只有把
绿色作为最鲜明的底色，以绿色统领经济社
会发展，才能实现行稳致远的发展，才能赢
得永续发展的未来。

绿色是最亮绿色是最亮的的
发展发展底色底色

□ 本报评论员

茶园茶园

寨前镇民宿小屋寨前镇民宿小屋（（陈莉陈莉 摄摄））

美丽新农村普乐镇上进村美丽新农村普乐镇上进村

乌药药材乌药药材（（陈莉陈莉 摄摄））

沤菜水库沤菜水库

桂东万洋相思大草原上的桂东万洋相思大草原上的““大风车大风车””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桂东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