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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 12 米、宽 72 米、长

94 米的巨大厂房内，各类设备已经

安装调试到位，工人们正在进行最

后的冲刺施工，全力以赴推进项目

建设。这是记者近日在凤县废弃矿

物质资源综合回收再利用项目现场

看到的场景。据介绍，该项目投产

后，将年产重质碳酸钙 80 万吨、氧

化钙 20 万吨，成为西北五省区同行

业中的产能领跑者。

“目前项目进展良好有序，预计

今年 8 月中旬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该项目负责人吕明杰说，项目总投

资 14亿元，规划用地约 120 亩，计划

分三期建设，涵盖 9条超细碳酸钙生

产线、2条氧化钙生产线，可生产从

325目到3000目等规格的各类产品，

在合理利用企业产能的同时，能满足

大批量、多类型客户订单的快速交付

需求。同时，依托优质的原料资源，秉

承“务实创新、追求卓越”的理念，着

力打造碳酸钙行业优质品牌。

据了解，碳酸钙作为日常工业生

产中重要的非金属矿物类基础原料，

是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的重要支

撑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塑料、橡胶、

木塑、人造岗石、密封胶等行业，有“工

业粮食”之称。这一项目正式投产后，

产品将直接辐射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西北五省区。据悉，该项目一

期建成后，将带动

就业300人，实现年

产值2.5亿元、税收

3000万元以上。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讯 波光粼粼的凤凰湖、郁

郁葱葱的丰禾山……在凤县全力打

造全域旅游的今天，凤县县城内却

有一处短板——滨江慢行系统不够

健全、功能不够完善、景致不够优

美。如今，随着该县滨江城市公园在

今年 6 月建成投入使用，这一短板

得到了有效弥补。

树丛中的玉兰花竞相开放，跷

跷板、滑滑梯、攀岩等娱乐项目丰

富多彩，滨江步道上，红色步道柔

软适合散步，绿色部分较硬适合骑

车……长达 10 公里的滨江城市公

园内，处处鸟语花香、步步风景如

画，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景。

“沿县城嘉陵江畔建设这座滨

江城市公园，共投资了 3500 万元。”

凤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陈峻

锋告诉记者，在建设中，新添置了多

处雕塑小品、服务岗亭、公共卫生

间、休息座椅等，还同步完善了沿路

3.5 万平方米的园林绿化，以及路

灯、慢行导视、安防系统等内容。更

重要的是，整个滨江城市公园呈带

状分布在县城嘉陵江畔两侧，通过

县城内汇丰廊桥等大大小小 7 座桥

梁连接两岸，让整个公园的交通“微

循环”系统更为顺畅。

记者在现场采访多位游客，他们

表示，有了这座带状公园，完全可以通

过步行这一“慢方式”，来游览凤县嘉

陵江两岸，实现“一边赏景、一边散步、

一边购物”。据悉，凤县还将对嘉陵江

县城段20公里河道水环境进行提升

治理，绿化改造沿岸护坡，铺设截污、

排水管网，整修湿地水体，配套完善其

他公共设施，进一步

提升凤县县城城市

风貌，实现商业和旅

游同步双赢。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讯 7 月 23 日，艳阳高照，

凤县双石铺镇十里店村漫山遍野

的花椒成熟了。二组村民简玖成忙

碌了一整天，采摘、晾晒、烘干、装

袋……他高兴地说：“今年又是一

个好收成啊!”实际上，忙碌而高兴

的不只是简玖成一人，该村 1287 名

村民都正在赶农时采摘花椒，全村

5000 余亩挂果花椒树，预计总产值

超过 4000 万元。

这个村为何能在花椒产业上富

起来？双石铺镇副镇长刘超告诉记

者，凭的就是“品种够好，管理先进，

向规模化和产业化要效益”。据介

绍，该村种植花椒的历史长达 40 余

年，以往花椒仅在地头零星种植，不

成规模，提升不了效益。自 2016 年

开始，该村通过引进良种、自我培育

等多种方式，不断扩大花椒栽种面

积，目前已栽植花椒 8000 亩，其中

挂果花椒树 5000 余亩。

该村梅花瓣花椒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朱宝平告诉记者，正是花椒

“改变了全村人的‘口袋’和‘脑袋’”。

以“口袋”来说，前些年村里普遍种植

小麦和玉米，但村里大都是山坡地，

村民们辛苦一年兜里也落不下多少

钱，种植优质花椒后，每亩地经济效

益已经突破万元，很多村民都因此富

裕起来。再说“脑袋”，富起来的村民，

开始主动引进花椒优良品种，并努力

学习花椒种植技术，在村里形成了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记者了解到，凤县正在不断扩

大花椒种植规模。截至目前，该县已

发展花椒 6.7 万余亩，预计 2022 年

产干花椒 4200 余

吨，产值 4.7 亿元，

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5800 元。

  本报记者 孙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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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秦岭卫士  绘就           画卷绿色

牢记“国之大者”  守护绿水青山 
主持人 ：凤县地处秦岭腹地，

境内有嘉陵江源头。全县积极践行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理 念，
全 力 守 护 生 态，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80.4%，2021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达 359 天，位居全市第一，打造了生
态宜居、环境优美的幸福高地。请
结合省市党代会精神，谈谈如何当
好秦岭卫士。

张 扬 ：近年来，凤县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把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尽心尽力守护这一方

青山绿水。市党代会明确提出要

优化高质量发展生态空间，筑牢

秦岭生态安全屏障，凤县持续巩

固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成果，突出

“山、水、林、路、矿、库”六个重点，

做好生态保护工作。一是守护好

秦岭，凤县面积占全市秦岭区域

的 42%，在全省涉秦岭县区中面

积排第 4 位，县上加快实施总投

资 27.87 亿元的秦岭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让秦岭

更美。二是保护好嘉陵江，继续组

织开展“最美家乡河”创建活动，

加快推动总投资 1.55 亿元的嘉

陵江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项

目，让水更清。三是护好林，县上

林地面积 400 万亩，全市第一、

全省前列。深入开展“林长制”工

作，加快实施总投资 8.29 亿元

的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让山更

绿。四是监管好危化品运输通道，

县境内有全省唯一西北地区通往

西南的危化品运输通道，县上全

力保安全、防事故，防止污染事故

发生。五是治理好矿山，加快实施

总投资 5.5 亿元的绿色矿山扩标

提升项目，分类有序开展总投资

近 2 亿元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

目，让生态更好。六是治理好尾矿

库，加快实施总投资 2.77 亿元的

嘉陵江尾矿库“一库一策”治理项

目，有效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实施资产化运作  做优林麝品牌
主持人 ：凤县林麝存栏量和麝

香年产量分别达到 2.7 万头、180
公斤，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林麝之
乡”。市党代会提出要支持凤县建
设全国最大的人工林麝养殖基地，
请谈谈县上如何放大林麝产业优势
和效益。

蒋铃 ：省市党代会后，我们对林

麝产业发展更加重视，县上为此成立

了一个国有公司、开工了一批大项目、

进行了一个体制机制创新。一个国有

公司，就是县城投公司牵头成立了瑞

凤香业，依托全县12处林麝产业基地，

采用评估资产换股份的形式，将全县

835户林麝养殖户和37家林麝养殖公

司进行整合，实现麝香产业自主可控

化运作，促进林麝产业健康发展。一批

大项目，就是围绕林麝产业发展，策划

包装了一批大项目。目前，我们的林麝

产业已经纳入省发改委特色农业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支持范围，总投资6.1

亿元的林麝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

已经下达资金3000万元。一个体制机

制创新，就是形成“财政+金融+村集

体经济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的凤县

模式，政府整合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

金用作产业引导基金，村集体经济和

群众融资贷款购买林麝养殖，合伙经

营、共担风险、抱团发展。今年，县上通

过乡村振兴资金实施23个项目，预计

有30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万元、

4个村超过 20万元、3个村超过 30

万元、2个村超过50万元。

直面困难考验  推动转型升级
主持人 ：直面支柱产业矿业退

出、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等严峻考
验，凤县聚焦绿色振兴、高质量发
展，积极转型突围。请谈谈县上在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方面的做法。

张扬 ：凤县目前还处在产业转

型的阵痛期，秦岭生态保护后，县上

退出了 70% 的矿山企业，主导产业

断崖式下跌，改变了一矿独大的工

业结构，这使得我们必须走高质量

发展之路。按照市党代会提出的构

建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

工业转型升级高端化发展要求，县

上坚持“1+5”的产业转型思路，依托

凤州现代科技、凤县新兴工业、留凤

关循环经济三个产业园，加快培育

尾砂综合利用、植物提取、新材料、

特种装备配件、有色金属循环利用

五个新兴接续产业。

我们首先是按照全国绿色矿山

创建标准狠抓绿色矿山建设，重点

抓好铅锌、黄金等矿业。其次是延伸

好矿业链条，包括尾砂综合利用、

矿山机械特种配件、有色金属循环

利用三个产业方向。再次是培育新

兴产业，主要是以锂电池负极材料

铜箔、汽车内饰无纺布、干粉脱硫剂

项目（碳酸钙）为主的新材料，力争

“十四五”末，工业产值比 2021 年翻

一番。最后是加快从地域、产业发展

受限中“突围”，走出秦岭，全力建设

飞地园区和产业合作基地。

加强文旅商体融合 建设美丽魅力城乡
主持人：前不久，纪念“两当兵变”

九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凤县举行，“星
火传奇 红色凤县”备受瞩目。作为首
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凤县有优越
的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和红色旅游
底蕴，请谈谈县上推动文旅商体融合
发展的设想和做法。

蒋铃 ：省市党代会后，我们加快

了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的步伐：第一，

做精做美 5A 级景区县城，今年谋划

实施项目 22 个，总投资 44 亿元，年

度投资 24 亿元。同时，实施嘉陵江

县城至凤州段水生态保护与环境提

升项目，全面做好铁路边、公路边及

河边风貌提升，并对全县 13 个老旧

小区实施改造，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第二，做深做细旅游业态，实施

灵官峡 4A 级景区创建、紫柏山景区开

发、嘉陵江源头景区提升，打造东河

桥冰雪小镇、岩湾星空小镇，通过“一

桌饭、一台戏、一首歌、一个平台公

司”，增加旅游的吸引力。第三，做热

做火旅游市场，不断扩大“引客入凤”

合作范围和区域，常态化推动“六个

百”（百家旅行社签约凤县、百家媒体

走进凤县、百场旅游活动做热凤县、

百家商会协会畅游凤县、百家机关单

位结谊凤县、百名艺术家采风凤县）

宣传营销活动，加大和旅游专列、旅

行社、旅游大巴合作，聚集旅游人气。

主持人 ：凤县不等不靠、苦干实
干，全面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请谈
谈县上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有哪些具体的
谋划和举措？

张扬 ：凤县地处秦岭腹地，基础

设施相对薄弱，高速公路去年才通，

还不通管道天然气，是秦岭山区唯一

的非贫困县，扶贫资金是同等人口贫

困县的十分之一。但是经过全县人民

的共同努力，成功打赢了这场硬仗。

党代会后的这几个月以来，我们按照

党代会提出夯实高质量发展县域基

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全力

以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持续推进防返贫

动态监测帮扶“335”工作机制，强化

“两不愁三保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二是围绕花椒和林麝

两个优势产业，抓好品牌和销售、加

工等全产业链建设，加快产业整合步

伐，做强做优林麝产业。三是持续提

升万企兴万村“三联五帮六带”行动

成效，做好“一村一品”产业，增加群

众产业收入。四是巩固提升全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激励县成果，常态化落

实月评比、“红黄旗”制度，并与民宿、

农家乐、乡村旅游产业相结合，共建

美丽宜居宜业新农村。

践行绿色发展  促进县域提升
主持人 ：传说凤鸣于岐，翔于雍，

栖 于 凤，凤 县 因 凤 凰 栖 息 于 此 而 得
名。2021 年凤县重返全省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十强县，可谓“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请谈谈县上开启新征程的
设想和措施。

张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大力实施“凤凰计划”“五个倍

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特色

农业”倍增，做大做强林麝、花椒等特

色农业产业，推动全县林麝、花椒等特

色种植养殖产业规模、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数量、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翻

番增长。“生态工业”倍增，加快推进绿

色矿山、智慧矿山建设，同时全力打造

新型材料、特种装备配件、有色金属循

环等五大产业基地，力争规上工业企

业户数、总产值实现倍增。“旅游效益”

倍增，持续做好 5A 级景区县城建设，

市场化运营 5 个板块旅游资源，力争

实现文旅企业数量、游客接待量、旅游

综合收入倍增。“就业创业”倍增，发挥

全县 9 个镇级劳务就业中心、66 个

村级劳务就业服务站作用，加快建立

劳务品牌培育机制，农民工资性收入

实现翻一番。“品质民生”倍增，加快实

施双石铺中学迁建、县医院医技楼建

设、酒奠梁隧道及引线工程等项目，加

快留坝至凤县天然气输气管道、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进度，初高中学校教育

实力力争全市前列。

蒋铃 ：守好山、护好水、造好林、

管好路、治好库，实现变绿为景、变

废为宝、变现增值，是摆在我们凤县

人面前的责任。县上将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不动摇，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县

域经济发展全过程，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同时，针对当前稳住经济大盘工

作，凤县将全力抓好“三个十”项目

落地，下大力气稳住工业基本盘，想

方设法提升民生保障，真抓实干夯实

发展之基。未来凤县，山更加秀、水

更加清、空气更加新鲜，是大家心目

中的康养和旅游胜地，也是绿色投资

的沃土。

俯瞰凤县县城

凤县县委书记张扬（中）、县长蒋铃（左） 接受主持人采访。

凤县夜景

村民在采摘花椒

工人在调试球磨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