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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丽莎 本报记者 龚友国

从成都出发，汽车沿都（江堰）

汶（川）高速公路到汶川县城，再驶

入 213 国道，上行 40 多公里，便到
了茂县。虽然还没有通高速公路，但

路况比“5·12”大地震前好多了，沥
青路面很平整，一些高山陡坡下面

的路段还修建了棚洞，以遮挡山上

掉下来的石头，给人以安全感。

地震灾区凤凰涅槃

到了茂县县城凤仪镇，更是让

人眼前一亮：架在岷江之上的大桥

比过去更加宽阔气派，江边的城区

比过去大了不少，鳞次栉比的楼房

焕然一新。记者不禁由衷地感慨：

“茂县灾后重建几年来，变化实在是

太大了！”

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东南部的茂县，地处青藏

高原向川西平原过渡地带，北有岷

山，南有龙门山，西有邛崃山诸山

脉，境内高山耸峙，峰峦叠嶂，河谷

深邃，悬崖壁立。四周与汶川、北川、

绵竹、什邡、彭州等市县相邻。茂县

是全国最大的羌族核心聚居区，全

县约 11万总人口中，羌族人口占了
90%，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地区
和革命老区，同时也是“5·12”汶川
特大地震的极重灾区。

在茂县灾后重建的办公大楼

里，《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茂县县

委副书记、县长唐远益。他告诉记

者：大地震发生以后，在党中央、国

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坚强

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人

士特别是对口援建省山西人民的

无私援助下，茂县在三年的灾后重

建中获得了 70 多亿元资金，主要
用于民生工程，老百姓在住房、医

疗、教育、交通等方面都得到了很

大的实惠，灾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受灾群众住进了新房，

公共服务设施全面上档升级，城镇

建设展露新姿，基础设施根本性改

善，产业发展优化升级，防灾减灾

能力显著提高。曾经满目疮痍的地

震灾区，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

旺盛的活力。

唐远益说，按照阿坝州委提出的

“发展为要、稳定为重、民生为本、团

结为根、党建为基”的要求和实现“一

强一地两区”（全州综合经济实力显

著增强，建成国际旅游目的地，成为

资源开发和转化的先进地区，成为民

族团结、稳定和富裕的模范区）的奋

斗目标，茂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

思路是：把茂县建成阿坝州交通枢纽

地，新型工业集中发展地，羌文化旅

游目的地和商贸物流集散地，构建阿

坝州的经济中心城市，简称“四地一

中心”，争当阿坝州跨越发展和社会

长治久安的排头兵。

“三年的灾后重建极大地改善

了茂县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唐远益

说，目前茂县经汶川到成都约 140
公里，在建的茂绵路经绵竹到成都

约 130 公里，随着成（都）兰（州）铁
路（预计 6年后建成）、省道 302 线
改扩建工程的顺利实施，这些重大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破茂县的交

通瓶颈，使茂县融入成都“一小时”

经济圈，成为阿坝州乃至川、甘、青

的交通枢纽，为茂县聚集产业要素，

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创造有

利条件。

打造民族地区工业
发展新形象

“北上、聚集、外联”是阿坝州震

后发展工业的新战略。过去阿坝州

的工业 80%左右集中在汶川县，八
级大地震对其造成了摧毁性的破

坏。灾后重建中，基于方方面面的考

虑，阿坝州提出了工业“内聚外联，

北上南移”的发展战略。所谓“北

上”，其重头戏就是在茂县兴建工业

园区，将过去在汶川的部分企业搬

迁至此；“南移”则是在成都金堂县

设立“成都—阿坝工业园区”。

茂县工业园区的建设，给茂县

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其

“工业强县”和成为阿坝州工业集中

地的梦想，也随着茂县工业园区的

推进，逐步成为了现实。

在茂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同

志的陪同下，《中国企业报》记者驱车

前往距县城几十公里的茂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茂

县工业园区由于受地形限制，难以找

到大片的平地，只好分散在亚坪、太

安、团结、槽木、棉簇、赤不苏等 6个
集中区。在各集中区实施削峰填谷、

平山造地，完成了各集中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建成道路 5条 12.9公里、河
堤 5.61公里、桥梁 3座，供水厂 2座，
日供水能力 3.6万吨，污水处理厂 1
座，日处理能力 1000吨，建成集中安
置点 3个，安置农户 230余户，平整
工业用地 1400亩，建成 220KV变电
站 3座，容量 162万千瓦。这些基础
设施已于 2010年底建成并投入运
行，为入园企业正常生产及今后发展

壮大提供了可靠保障。

茂县新纪元电冶公司就建在亚

坪集中区的一片河滩地上。该公司

总经理刘华告诉记者，地震前公司

在汶川建了一个电冶公司，震后成

为了“北上企业”。“我们是愿意来茂

县的”，刘华说，“因为茂县水电资源

丰富，电价具有优势，而且政府承诺

交通、电力等硬件设施落实到位，茂

县到北川和绵阳的‘茂北路’、‘茂绵

路’也开工建设了，交通条件大大改

善，对我们企业很有吸引力。从长远

来看，成都到兰州的铁路也要经过

茂县，而我们的原材料碳材从新疆、

陕西采购，铁路修好后可以降低我

们的运输成本。”

2009年上半年，投资 2.5亿的
新纪元电冶公司开始建设。2011年
6月，4台 2.55万千伏安的密闭炉建
成投产。相比过去，不仅产能扩大

了，而且设备和工艺技术都实现了

上档升级。“我们响应茂县政府的号

召，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前年又投资

3.5亿成立了一个鑫新能源公司，把
要排掉的废气全部收集起来，做成

绿色产品。”刘华说。

正在建设的鑫新能源公司就在

新纪元电冶公司附近的河岸边，记

者看到，高耸的烟囱，硕大的设备以

及纵横交错的各种管道已经基本就

绪，据介绍今年 6月即将建成投产。
届时，新纪元电冶公司生产电石产

生的一氧化碳（现在是白白燃烧掉）

以及附近的岷江雪盐化有限公司生

产氯酸钠产生的氢气，全部回收作

为原料，生产清洁能源二甲醚 5万
吨。“我们公司和岷江雪盐化公司卖

废气可以各自收入 3000万，鑫新能
源公司的产品每吨又有 700 元至
1000元的利润，而且利用废气生产
的二甲醚和甲醇每年可以节省标煤

4万吨，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刘华说，“在中国电冶行业中，我们

这样的项目还是第一个！”刘华不

无自豪地对记者说。

真是令人难以想象，这个“中国

第一”竟然出自茂县这样的崇山峻

岭之中！

上市公司四川金路集团旗下的

岷江电化公司建在茂县工业园区的

团结集中区。该公司董事长王志国

告诉记者，地震前公司在汶川的水

磨镇，2009年迁到茂县。“政府要求
我们不是简单地搬迁重建，而是要

转型升级，上规模，环保达标”，王志

国说，“过去我们在水磨镇采用的是

内燃式电石炉，按国家的产业政策，

内燃式炉子耗电量大，要逐步淘汰，

迁到茂县后我们全部采用了节能省

电、也更加安全的密闭炉。”

王志国还说：他所在公司生产

电石产生的一氧化碳废气用来烧石

灰（石灰是电石的原料），建成了 10
万吨气烧石灰生产线，每吨电石可

以降低成本 150元；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尾气的余热用来烘干原料碳

材，每年节能 5万吨标煤。下一步还
要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石灰粉末、

焦炭粉末进行再利用，进一步做好

循环经济这篇大文章。

类似的亮点在茂县工业园区还

有不少。比如，四川希望电盐有限公

司利用自身氯酸盐生产排放的氢

气，建设 300吨蓝宝石生产线。目前
该公司 5.5万吨氯酸盐项目已建成
投产，蓝宝石项目正在建设之中；阿

坝州鑫达炭材有限公司利用阿坝铝

厂废料残阳极、园区内工业硅、电石

企业产生的废旧石墨电极、除尘粉、

保温筛下料等工业废料，通过先进

工艺磨粉、筛选、混捏，形成全套高

端密闭炭糊生产线，根据园区企业

需求生产密闭糊、电极糊、阳极糊、

冷捣糊、热捣糊、特种糊等高端糊

类，成为茂县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

济的承接链条。

据介绍，在茂县工业园区，所有

企业生产用水均实现了循环利用，

清洗矿石产生的污水经过处理，作

为企业循环用水的补充水，厂区不

留排污口，实现零排放；通过采用密

闭式矿热炉、封闭式厂房及国内国

际领先的除尘工艺，烟尘回收率可

达 95%以上，既改善了环境，又最大
限度地提高了附加值。

唐远益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道：“不要一说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

发展工业就一定是高耗能、高污染，

在工业经济中，我们始终坚持生态

环保优先，环保必须达到国家标准，

甚至高于国家标准，坚持建设绿色、

安全、循环、和谐的生态园区，培育

绿色循环的工业企业，打造民族地

区工业发展新形象！”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促进农民增收

茂县是水果之乡，春季可以品

尝到红樱桃（车厘子），夏季则是苹

果、桃、李、梅、核桃等的盛产季节。

茂县苹果久负盛名，花椒、核桃等干

果质优量大，也很有名气。茂县还是

优质道地药材的产地，出产天麻、当

归、贝母、党参、冬虫夏草、黄芪、羌

活、大黄等名贵中药材；蕈菌资源也

比较丰富，其中著名的有松茸、猴

头、羊肚菌、木耳等。此外，绿色蔬菜

也是茂县特色农产品。

唐远益告诉记者，在农业发展

中，茂县着重“抓基地、强配套、树品

牌”。全县已经建成了 16个优势突
出、特色鲜明的核心示范基地，辐射

带动 5万亩示范区建设。完成了水
果和蔬菜基地建设 10万亩，实现果
蔬产量 19万吨，95%以上的产品外

运销售，产值达 6.78亿元，果蔬产业
收入实现农业人口人均总产值 7300
元。“收入最多的一户农民达到了 50
万元！”

去年，茂县实现了农业农村经

济总收入 79907 万元，增加 15829
万元，增长 25%。

近年来，茂县着力培育本地知名

品牌，成功申报了“茂汶苹果”地理标

识并获国家农业部评审通过，“茂县

花椒”经国家质检总局审定为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此外，还完成了青脆李、

脆红李、木耳寨高山蔬菜、“三元桥”

土鸡蛋绿色农产品申报工作。

据林业部门介绍，自 1998年茂
县试点启动天然林保护一期工程以

来，国家累计投入资金 8244.2万元，
累计完成公益林建设 32.43万亩，累
计完成森林抚育面积 6.2万亩。目
前，茂县已启动实施天然林保护二

期工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体工

程已完成，正在落实生态补偿政策。

“退耕还林工程对茂县意义十

分重大，老百姓也从中大受其益。”

唐远益说，13年来，茂县共实施退耕
还林 24.75万亩，并加快实施灾后生
态修复项目，主要内容为植被恢复

和大熊猫栖息地修复。与此同时，茂

县高度重视生态转移支付项目建

设，以发展林业产业为中心，调整高

半山产业结构，发动农户栽植防护

林和经济林，在大力推进生态建设

的同时，实现农民增收。通过大量项

目的实施，茂县林草植被得以恢复，

山洪、泥石流等自然地质灾害得到

了较为有效的遏制，人居生态环境

已达到或超过震前水平，森林覆盖

率从震前的 37.18%提高至 38.75%。
唐远益还表示：“希望国家在生

态建设方面继续给予我们支持，这

样我们就可以搞好干旱河谷的改

造，形成更大范围的保护区。”

在保护羌族文化基础上
发展旅游业

在茂县县城，岷江西岸的小山

上，一座占地 3000余亩、具有浓郁羌
族风格的“中国古羌城”已经基本建

成，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收尾工作。

远远望去，高高的碉楼巍然耸立，石

头外墙的羌式建筑十分古朴、厚重。

据悉，羌城由城门、萨朗广场、

羌族博物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习中心、官寨、原始部落、牧业区、

狩猎区、神庙、宗教祭祀、羌民居等

组成。建成以后，羌民族的文化将在

此得到集中展现。

茂县是羌族核心聚集区，也是

羌族文化的核心区，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源远流长的羌民族文化。从建

筑到服饰，从宗教到歌舞，都有原生

态的远古痕迹：神奇的黑虎“邛笼”

古碉、热情的“瓦尔俄足节”、激越的

莎朗、婆娑的羌红、醇美的咂酒、神

秘的祭祀、苍凉的羌笛、悠扬的口

弦、充满吉祥的婚俗、趣味的体育活

动和悲壮的丧葬仪式……在羌乡的

每一个角落，都飘荡着古羌的遗韵

和自然的生命激情。

在灾后重建中，为了抢救和保护

羌文化，建设羌文化旅游目的地，茂县

提出了以羌民族生态保护核心区、羌

文化产业园区、羌文化走廊为主要内

容的“一区一园一廊”的建设思路。

茂县旅游资源、羌族文化资源

丰富，有以“羌乡古寨”为代表的国

家 AAAA级景区；有省级风景名胜
区———叠溪·松坪沟和九鼎山———

文镇沟大峡谷，有黑虎羌寨碉楼群、

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宝

鼎沟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土地岭国家

森林公园。茂县羌族文化底蕴深厚，

是全国传承羌文化最古朴、最纯真、

最完美的地方。

此外，在灾后重建中，一大批民

族特色浓郁、功能配套完善、环境整

洁优美的羌族村寨，也成了一道道亮

丽的风景线。牟托村、安乡村、水西

村、坪头村、甘清村、小河坝村、白腊

村、沙湾村、杨柳村、牛尾村———闻名

遐迩的茂县十大村落，如一颗颗珍珠

闪现在黄金旅游线上，古朴而又现代

的羌族民居，独具特色的风貌设计，

完善的配套设施，将村寨装点得有如

世外桃源一般，构成了独特的羌文化

资源优势，成为乡村旅游热点。祖祖

辈辈居住在这里的羌民们做梦也没

有想到，他们的村寨竟然能成为国家

AAAA级景区！
中共茂县县委书记高加军指

出：要全力推进羌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建设，深入挖掘茂县固有的文

化旅游资源，充分发挥茂县在交通

区位、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层面的

比较优势，着眼于茂县文化旅游提

档升级和品牌化发展，不断加大文

化保护、传承和旅游开发力度，让抽

象的文化转化为市场接受的旅游商

品，形成市场新的亮点和看点，着力

打造以古羌城为代表的原生态羌族

文化旅游品牌，以叠溪松坪沟为代

表的生态旅游品牌，以羌乡古寨为

代表的乡村旅游品牌，以九鼎山高

山滑雪场为代表的特种旅游品牌，

努力提高茂县文化旅游在国际、国

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文化旅游

产业成为茂县富民强县的新支柱。

今年上半年，中国茂县古羌城

即将开城；馆藏 13225件文物的中
国羌族博物馆已经开馆并荣获“四

川省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与传承，群众

文化生活丰富，羌魂剧组多次赴国

外演出，反映羌族传统文化的“肩铃

舞”亮相央视 2013年元旦晚会。
2012年 9月，在成都召开的第

十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暨第九

届国际旅游文化推介会上，1800 多
份茂县旅游宣传资料吸引了众多参

会者的目光。茂县，以她独特的羌民

族文化，原生态的羌乡旅游资源，丰

富多彩的生态旅游、观光旅游、特色

旅游、地震遗址纪念游等，使得人们

心向往之，连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副领事高宁先生也主动联系茂县政

府人士，希望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唐远益告诉记者：茂县旅游业正

在由传统过境游向目的地游转变，去

年全年接待海内外游客 115.1 万人
次，同比增长 30%；实现旅游经济综
合收入 78200万元，同比增长 39%。
他说，围绕着建设茂县羌文化旅游目

的地的目标，今年的任务是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全力推动九鼎山高山

滑雪场、中国古羌城、叠溪松坪沟

AAAA景区建设、黑虎羌寨等重大旅
游项目建设。同时，做好净化旅游市

场，提升旅游品质的工作。“我们的旅

游产业蓄势待发，后劲十足！”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已度

龙门山”。茂县，这个曾经遭受大地

震重创的老少边穷地区、省级贫困

县，正乘着灾后重建和西部大开发

的春风，迈开追赶跨越的步伐，凝

心聚力，开拓创新，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民族

区域发展的道路，争创偏远民族地

区绿色发展的样板。

茂县：偏远民族地区的绿色样板

作为“5·12”汶川特

大地震的极重灾区，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的茂县在灾后重

建中走了一条怎样的

道路？目前发展状况如

何？带着这个问题，《中

国企业报》记者近日专

程赴茂县，进行了一番

采访调查。

茂县团结工业园区

茂县庆祝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