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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的临武路径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一萍 谭志文 胡刚

俗话说，千难万难，领导重视就不难。
为推动临武六大主导产业发展，临武县委书记、县长、

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等几大家“一把手”亲自担任各
自联系的相关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通过主要领导抓主导
产业，在高位推动中实现高效推动。

主导产业是一个地方发展之基、动力之源，对一个地方
的高质量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主导产业往往也是投资多、
周期长、难度大、矛盾集中的产业。可以说，抓住主导产
业，就是抓住了推动一个地方发展的“牛鼻子”。

高位推动才能高效推动。主要领导抓主导产业，是一
种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导向。主要领导亲自抓主导产
业，能够形成“头雁效应”，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临武县
主要领导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带着感情做事，带着责任
干事，以上率下，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督促一级办、一
级推动一级干，让各级各部门都深刻认识抓主导产业的重
要性，树立发展信心，增强发展动力。

主要领导抓主导产业，要方向准、目标明。方向比努

力更重要。临武县强化顶层设计，拓宽发展视野，结合当
地实际，在巩固好已有的有色、碳酸钙等资源型产业基础
上，紧紧围绕文旅产业、宝玉石产业、特色农业等朝阳产
业发力，形成良好的产业格局。文旅产业、宝玉石产业，
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经过爬坡过坎，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发展势头强劲，前景光明，“存量”稳健、“增量”精
彩，为临武摆脱资源路径依赖，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
基础。

主要领导抓主导产业，要措施实、力度大。临武排名
前六位的县领导，分别牵头联系一个百亿主导产业，项目
推进过程中，大到项目立项、工商注册、环评、安评、征
地等前期工作，小到投资商临时办公场所的租用，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都亲自现场调度、亲自督促解决。不少干
部群众反映说，哪里有项目，哪个项目有困难，领导就去
哪里解决。就是这股抓项目的狠劲、蛮劲，充分汇聚了各方
合力，才有了产业项目的顺利推进，才有了客商口中的“临
武速度”，形成各项工作跨越赶超的良好态势。

主导产业要靠主要领导抓
□ 本报评论员

1999 年，舜华鸭业成立。作为临武本土成
长起来的优质农业企业，舜华鸭业的20年来的
发展史，就是不断适应市场变化，不断创新的
故事。

“我们不仅大力推动产品研发创新，也积极
探索销售模式创新。目前，我们在传统渠道的销
售额已经下降到30%，电商以及直营等渠道销售
额增加到70%。”舜华鸭业常务副总经理周细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让员工当第一消费者，调动员工参与到产品
研发、风味保证、质量监控中来，如今已经是一
项成熟的管理制度。“我们作为管理服务部门，
每周都要安排员工去尝产品，还要认真记录品
尝体验。”办公室主任陈建美说，虽然不是专职
食品研发人员，但是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的意

见也很重要，可以为研发人员提供
参考。舜华鸭业推出的产品

多达 200 多款，因此也被
赋予良好的市场适应

性，为企业稳健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

而临武柚产
业，算得上是另
一 个“ 从 无 到
有”的故事。

伴随着矿
产 经 济 的 转

型，很多矿老板从挖矿转向农业，其中，柚子种
植产业却率先遭遇“水土不服”。县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主任文强书说，当时引种了很多外地品
种，却不适应临武的气候和土壤。为此，临武加
强了与科研院校对接，邓子牛、李大志等专家亲
临指导，通过技术攻关，改良后的临武柚等一系
列适应临武小气候的高品质柚子种植终于开始取
得效益。

“为了保证种苗纯正，我们完成了无病毒苗
木繁育基地建设。因为临武柚品质好，常常
一上市就脱销。”文强书说。2018年，临武
柚获第十六届省农博会金奖，向国家工
商总局成功申报“临武柚”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目前，在南强、武水、舜
峰、金江、水东、花塘、麦市等乡
镇贫困村种植面积达到了1.5万亩，
建立百亩品种选育园1个，百亩以
上临武柚高标准示范基地9个。未
来三年种植规模将达到 10 万亩，
总产值达到10亿元。

通过技术创新、品牌打造、龙
头培育，临武特色农业逐步成为发
展增效、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撑。近
几年，临武县先后成功摘取全国蔬菜
产业重点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
县、全省农业产业化先进县、全省农副产

品加工产业重点县、湖南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湖南省农产品供应基地等“国字号”“省字号”
牌子，被省政府评为2018年度“深入推进农业

‘百千万’工程，推进‘六大强农行动’成效突
出县市区”；2017-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幅连续两年位居全市前二。

特色农业从弱到强，龙头作用逐步彰显

短短几年，宝玉石文化产业园，
华丽转身成为热闹的矿物宝石特色小
镇；无人问津的深山峡谷里，惊险刺
激的玻璃桥和滑道成为游客新宠；昔
日“水土不服”的柚子产业，已经成
为特色农业的新亮点，临武柚供不应
求……

临武县坚持“产业主导、全面发
展”总战略，把发展产业作为工作的
重中之重，全力兴产业、强实体、提
品质、增实效，并以此带动和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形成以抓
产业带动抓全面、以抓全面促
进抓产业的良好态势，直
接“刷新”了临武城乡
发展的面貌，成为临
武经济发展的强大
引擎。

在 临 武 采 访
时 ， 文 旅 产 业 、
宝玉石产业和特
色农业发展的故
事 尤 其 引 人 注
目，有力诠释了
临 武 大 抓 产 业 项
目、以产业项目大
发展推动临武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从量变到质变，是临武文旅产
业发展的最佳概括。

现在来临武，临武人会热情推
荐滴水源、西瑶绿谷、东林胜境、
秦汉古道；如果你想体验农庄生
活，这里有红豆庄园等省五星级乡
村旅游点 5 家、省四星级乡村旅游
点 14 家；如果你对特色文化有兴
趣，这里有颇具特色的舜文化、龙
文化、玉文化、七夕文化、戏曲文
化……

滴水源景区，风景优美，但长
期以来只有简单的一条游道，交通
不便，游客稀少。现在，经湖南舜
源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入
巨资改造，网红玻璃桥、玻璃滑道
成为游客打卡胜地。

县旅游服务中心主任胡蓉介绍
说，滴水源距临武县城直线距离约
4 公里，交通条件改善和景区提质
改造后，滴水源不仅成为外来游客
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也成为县城居
民休闲游的好地方。

记者注意到，坚持不懈举办具
有临武特色的文旅节会，为临武产
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2017 年，
承办郴州市 （秋季） 美丽乡村文化
旅游节；2018年，举办临武县“决
胜精准脱贫、助推文旅产业”春季
文化旅游节、2018 年第六届中国
（湖南）国际矿物玉石博览会临武会
场、湖南·临武首届宝玉石文化旅
游节；2019 年，承办第七届中国
（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临武会
场、湖南·临武第二届宝玉石文化
旅游节、湖南省 （秋季） 乡村文化
旅游节。这些内容丰富多彩，节目
精彩纷呈，同时鼓励支持乡镇自主
举办乡村旅游文化节，营造“月月
有活动、季季有亮点”的良好氛围。

“临武文旅产业的大发展，得益
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
视。”临武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
长唐智红说，县委县政府把文旅产
业作为推进六大百亿产业之首来打
造，县委书记担任文旅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组长，引导资本从地下经济
向地上经济转移，邀请叶文智等策
划大师对临武文旅产业发展规划把
脉，文旅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华
丽转身。

近年来，该县文旅产业投资近
400亿元，市场主体投资占80%，建
设文化旅游项目69个，修建旅游公
路投资超过8亿元，500余公里。西
瑶绿谷、滴水源、东林胜境等项目
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2016年、
2017年、2018年临武县连续三年荣
获全市同类县第一名，全市二等奖。

文旅产业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
展，必须坚持融合发展。通过做深

“旅游+”文章，临武重点打造中国
（临武） 龙文化园，建设华夏微影
（临武）龙文化微电影小镇；在舜文
化上，深入挖掘舜帝南巡临武的故
事，重点打造临武鸭等“舜”
字号品牌；在玉文化上，
重点打造宝玉石文化小
镇，充分发挥旅游富
民惠民功能，打造
花塘石门、西瑶
桃源坪等一批旅
游 促 脱 贫 示 范
村 ， 开 发 野 生
茶 、 罗 汉 果 、
艾叶等旅游产
品，让贫困群
众 享 受 到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的 红
利。

文旅产业从无到有，后发赶超态势良好

临武有“通天玉”（石英质
玉）、“香花玉”（透闪石质玉）、

“舜珑玉”（水铝石玉） 等玉石资
源，独有“国宝”—香花石，还有

萤石、方解石等多种矿物晶体。“不知
不觉”间，临武宝玉石产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发展势头强劲，临武宝玉石的
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稳步提升。

“临武的宝玉石产业起步晚，但是发展很
快。这得益于县委、县政府持续推动宝玉石产业
提档升级的举措。”2019年12月19日，临武石尚
通天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方电对记者说。

罗方电是临武较早接触通天玉产业的人。
“当时我们在通天河里发现很多黄蜡石水料，品
质很好。在县里的支持下，我卖掉了自己经营的
采石场，专心做通天玉加工销售。”

“宝玉石产业是市场很广阔的产业，而且对

经济形势很敏感，虽然这几年经济形势下行明
显，但是公司发展还是不错的。”罗方电说。他
先后涉足过工艺美术、酒店业、采石场等行业，
现在专心做宝玉石产业，就是看中了临武宝玉石
产业的发展潜力，现在，公司每年有30多件作
品获得行业产品评选金奖。

突出抓好宝玉石文化产业园建设，拉长产业
链条，为推动宝玉石产业向专业化、标准化、规
范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提供了良好载体。

舜通宝玉石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廖科介绍，
从2017年9月到2018年5月，仅仅8个月时间，
他们投资建设的临武宝玉石文化产业园一期工程
玉龙街、公盘中心、精品市场、美食街完工并开
园，二期工程计划2020年投入使用。通过以商
招商的模式，租3年免2年，目前该项目一期物
业保持了90%以上的出租率。

“以前，这里算是县城偏远的地方，现在却

成了一个人流旺盛的宝玉石特色文旅小镇，创造
了‘临武速度’。”廖科说，宝玉石文化产业园已
经成为旅游购物示范点，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
来参观。

以高质量的节会和高水平的宣传助推宝玉石
产业发展，是推动临武宝玉石产业走出临武，走
向全国的有效手段。两年来，临武成功举办了4
次丰富多彩的重大节会活动，通过节会活动，充
分展示了临武作为“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
基地”的独特魅力。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推介
和展览活动，拍摄以通天玉为题材的微电影《石
来运转》并在全国展播，通天玉首次进入热播电
视剧《皇甫神医》，通天玉作品“桃园结义”获
2019 首届玉雕艺术节“玉雕界最具人气玉雕作
品”网络评选第一名，通天玉、香花玉已成为临
武、郴州乃至湖南的一张新名片。

宝玉石产业从小到大，产业链条持续延伸

临武宝玉石文化产业园临武宝玉石文化产业园（（罗徽罗徽 摄摄））

舜华鸭业包装车间舜华鸭业包装车间
（（陈卫平陈卫平 摄摄））

临武柚无病毒临武柚无病毒苗木苗木
繁育基地繁育基地（（胡刚胡刚 摄摄））

临武大冲辣椒喜获丰收临武大冲辣椒喜获丰收
（（陈卫平陈卫平 摄摄））

滴水源景区一景滴水源景区一景（（周开发周开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