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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应该干什

么。”江山市委书记陈锦标说，在人们

的传统意识里，以化工、水泥为产业

支撑的江山，一定是灰蒙蒙的天和臭

臭的水。但走进江山你就会发现，这

里的天是蓝蓝的，水是清澈的。

以水泥行业为例，自淘汰了所有

易污染、高能耗的落后设备后的 8年
来，各企业应用先进的节能技术与装

备，从石灰石破碎、生料制备、熟料煅

烧、水泥粉磨到水泥包装，各道工序

全部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控制。高耗

能的水泥、化工余热余压得到充分开

发，变废气为电力。仅此一项，数年来

共计节电近 20 亿千瓦时，获得国家
和升级节能补助达 5000 多万元，节
能量 30多万吨标准煤。

老“江化”与江山港毗邻，虽然每

年对地方财政作出的贡献较大，但居

民对该公司所造成的废气污染却颇

有怨言。对此，该公司在市政府的统

筹下，不断加大投资实施技改，推进

节能减排工作。2012 年大修总投资
近 2000 万元，对 1100 余个检修项目
全面进行技改大修，为实现清洁生

产目标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江山市

政府经过数十次对接，与江化控股

公司省铁投集团的谈判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正式启动“江化”向江山高

新技术园区迁建工程，并排出了 3
年搬迁时间表，努力实现与出境水

的“零”接触。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产业

转型升级，江山市面前已形成以机

电、电光源、木业加工、消防器材及高

新技术等“4+X”特色产业。通利照明
是一家“吃”废玻璃“吐”节能灯的绿

色企业，该企业利用废旧玻璃，生产

节能玻璃灯管，满负荷生产一年，可

“吃掉”废旧玻璃 1.2万吨，生产节能
玻璃灯管 1.8亿支，一半以上产品配
套本地电光源企业。

尽管江山的工业经济走上了一

条绿色发展之路，但应该承认，部分

企业对生态环保仍存在“精神懈怠”

现象，治污设施时开时不开的行为时

有发生。对此，江山市自去年开始，积

极构建高性价比的企业在线监控网

络，将涉嫌污染可能性较大的化工企

业作为首批适用对象，以往环保部门

得通过上门检查或市民反映才能有

所了解的被动局面得到有效解决。目

前，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在江山多个化

工企业亮相，江山环保部门和企业实

现 24 小时监控中看环保，并将这些
监控视频数据作为环境执法立案处

罚的直接依据，20多家污水排放整改
不达标企业相继转产、关停，确保了

环保治污上水平、见实效。

节能减排、绿色发展，不仅使江

山的天越来越蓝，空气越来越清新，

也使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取得了更好

的经济效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在国内经济发展普遍遇“冷”，发

展减缓的情况下，江山市的工业却依

然“热度”不减。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216亿多元，同比增长 8.4%；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109.5亿元，同比增
长 12.1%；财政总收入 18.41 亿元，其
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1.14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14.8%和 11.2%；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75.4 亿元，同比增长
14.5%；外贸进出口总额 4.7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549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 12281元，同比分别增长 12.3%和
12.8%。

以生态发展为目标，推动经济转

型的做法，不仅没有使江山的发展步

伐减缓，反而加快了前进速度。与 8
年前相比，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各

项经济指标也实现了翻番。不仅如

此，江山市还率先在全省县（市、区）

建立幸福评价指标体系，并被评为中

国新农村建设“十佳魅力县市”，今年

还被国家相关部委授予“中国生态文

明教育基地”称号，成为全国 13 家获
此殊荣的县市之一。

尽管 GDP 不能代表一切，但在
相当长一个时期，GDP 仍然是直观
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物质财

富。人们盲目追求 GDP 增长带来表
面繁荣的同时，却种下了重重恶果：

经济发展了、资源却破坏了，城市漂

亮了、空气却污染了，国民富裕了、

差距却拉大了，蛋糕做大了、幸福却

降低了……时时袭来的雾霾、接连

而至的矿难、大江小河的污染，耀眼

GDP 的背后，却是生态环境的破坏，
百姓利益的受损。

今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民生改善、

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

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

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

了。习总书记的明确表态，可谓是击

中积弊、深得人心。事实上，老百姓

对 GDP 的增长感受并不深，对生态
宜居环境的呼声和诉求却越来越强

烈。对百姓而言，更关心的是河水是

否清澈、天空是否蔚蓝、空气是否清

新。

曾几何时，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

区域经济似乎成了“死敌”，环境承

载能力受到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如

何破解环境保护与发展的难题？江

山的绿色崛起、科学跨越之路作出

了最好的解答。

自上世纪80年代江郎山景点启动开发以来，经过连续20
多年的接力创业，旅游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已成为江山市最

有优势、最具基础、最富潜力的特色产业。特别是2008年以来，
已形成以城区和江郎山———清漾、仙霞关———戴笠秘宅、廿八

都古镇———浮盖山三大核心景区为主的旅游发展空间格局。

目前，全市正式对外开放的旅游景区7个，其中4A级景区3个。
2010年8月江郎山申遗成功，成为江浙沪地区唯一世界自然遗
产，也成为江山旅游最响亮的“金名片”。

卓有成效的资源开发，使江郎山、廿八都古镇等重点景区

功能品质得到明显提升，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县

域旅游之星、省旅游经济强市等称号，并被列为省世界遗产旅

游专项改革试点市，有效提升了江山旅游对外知名度、美誉

度。与此同时，江山市连续成功举办4届中国·江山毛氏文化旅
游节、首届中国古镇（廿八都）文化论坛等重大节会活动。

2012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541.5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31.1亿元，均为2008年的2.6倍，两项指标增幅连续五年超过
全省平均水平；旅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4.1%，对全市经济社会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尤其是乡村休
闲游蓬勃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尽管江山市的旅游产业取得了骄人业绩，但发展整体水

平还不高，规模偏小，竞争力不强。2012年，全市旅游总收入仅
占全省的0.6%；旅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全
省水平；在全省6个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县（市）和4个旅游专项
改革试点县（市）中，旅游业发展主要指标排位整体靠后，与先

进县（市）差距还很明显。

面对差距，江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开展旅游业“二次创

业”。

2012年7月，江山市启动了江郎山和廿八都景区联合争创
国家5A级景区工作，将世界遗产的自然景观与千年古都的人
文景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契机和载体，进一步提升

景区品质，打响旅游品牌，增强服务功能，推动江山旅游发展

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江山市先后启动《廿八都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二

期项目设计》、《江山市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规划》、《江郎山景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等3个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目前，江郎山游
客接待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廿八都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

二期、江郎山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集聚区等项目正有序推

进，投资近两亿元的廿八都二期已动工兴建。与一期以观光游

览为特色不同，二期将以打造休闲旅游项目为重点，江郎山国

际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集聚区范围周边达20平方公里，已正式
列入全省第二批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这里将集纳与

江郎山景区配套的文化、旅游项目。

“一线串五珠”是江山旅游打出的另一套“组合拳”。383年
前，明代大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曾从清湖码头开始，沿着

仙霞古道一路南行，游历了江郎山、仙霞岭、廿八都、浮盖山等

处。如今，这条千年古道已串珠成链。用古道将江郎山、清漾、

仙霞关、廿八都、浮盖山五个景点串在一起，将之又分为三个

板块，景点之间、板块之间实行联票，旅游品质大幅提升。

江郎山世遗文化、江山名人文化、清漾毛氏文化、古道古

镇文化四大文化品牌，构筑成江山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

明的地方人文特色旅游品牌。曾经的工业老城摇身一变成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业逐渐成为江山市的支柱产业。

据了解，近几年来政府主导投入资金累计已超过5个亿，
专项用于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市财政还史无前例的每年

拿出3000万元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推动旅游产业的大
发展大跨越。一个属于江山旅游的“黄金年代”已经来临。

“绿色崛起、科学跨越”之路，让江山的“绿水青山”和“金山

银山”和谐共存。

水环境污染，一直是百姓备受关

注的话题。今年初巨额悬赏邀环保局

局长“下河游泳”事件，揭示出人们对

水环境污染的强烈不满，“环保局局

长下河游泳”似乎成了流行语。江山

市地处钱塘江源头，在该市 2019 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流长 105 千米的
江山港，是钱塘江水系之源，更是关

乎浙江省一半人口的饮水安全。

事实上，江山市早已着手治理水

环境工作，特别是去年以来，为确保

一江清水出江山，该市打响了一场生

态环境保卫战。江山市把抓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短

期忽视了的问题、从长远看必须解决

的问题，作为水环境整治的重点，花

大力气逐一落实。仅 2012年，就投入
5亿多元资金用于钱塘江水源的保护
整治。

江山市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江

山农民人均纯收入中 20%源于生猪
养殖，饲养量达 200多万头。生猪养
殖量大面广、排污粗放，给水环境保

护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自去年 8
月开始，江山市生猪养殖整规工作全

面铺开，并划出了区域、总量“双红

线”，即以水源地为中心划分禁、限养

区；总量至“十二五”末控量 150万头。
考虑到生猪养殖整规涉及面广，

江山市在工作启动前就先摸清养殖

场数量、规模，预先掌握禁、限养区养

殖场迁址所需要的资金规模，实行

“疏堵结合”的人性化工作原则，引导

农户发展其他产业，做好金融帮扶等

前期工作。目前，白水坑库区、峡口库

区已无生猪养殖场；碗窑库区完成生

猪养殖场关停转迁 254 家，占总数
89%；其他禁限养区完成关停转迁
112家。

去年底，江山市启动了河道采砂

专项集中整治，采取了“集中整治+循
序改造”相结合的办法，不到 4 个月
时间沿线上百个“乱挖乱洗”场点，已

有 80%以上实现有序关停，有效遏制

了“乱租乱包、乱挖乱淘、乱制乱洗”

等非法现象，泥浆致水浑浊、河床千

疮百孔的情形得到根本性好转。

与此同时，江山市水环境治理不

仅局限在江山港沿岸，而且深入到了

江山各个乡镇。以美丽乡村创建为抓

手，推进“四边三化”、“三改一拆”、“双

清行动”等，制定农村垃圾集中收集

分类处理、生活污水资源化综合利用

建设标准，分片、分批推动所有行政

村卫生达标全覆盖。农民卫生习惯明

显改善，该市农村污水乱排现象有效

改观。

实施部门乡镇联动机制是江山市

治水的又一举措。该市设立了日常监

管、水体净化两套联动工作方案，前

者由环保、经信等部门牵头，负责排

污管理、水质监测、应急处置等，后者

由林业、水利等部门负责，开展沿江、

库区等周边环境绿化及森林资源管

理等。同时，对江山港沿线水资源的

监管、保护工作，实行部门与属地乡

镇“责任捆绑”，切实推进网格管理、

常态巡控，确保在长效管理上不松

劲。

一年多来，江山港水环境监测数

据实现“两降两升”，出境水浑浊度、

含菌量分别下降 8.7%和 12.6%，沿江
绿化率、河道清洁度分别提升 16.5%
和 21.7%，出境水质达标率 100%。

江山市卓有成效的水环境综合

治理，得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充分

肯定。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作出批

示：江山市为保护钱塘江源头、确保

“一江清水出境”做了大量工作，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江山市的绿色崛起样本
本报记者金开尔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存

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

秀美江山城

工业新城

幸福江山彩色田野

绿色发展 经济转型难中求进

舍得投入 确保一江清水出境

“二次创业” 打造旅游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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