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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拉动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漾濞县新闻信息中心
( 漾濞县新闻信息中心,云南 672500)
摘摇 要: 近年来,漾濞彝族自治县立足县情,充分发挥优势,创新发展观念,牢固树立农业产业富民、工业经济
兴县、基础设施建设强县理念,大手笔做好以核桃为重点的农业产业化、水电推动式工业化、项目带动的基础设施
建设“ 三篇文章冶 ,全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迈上新台阶,经济社会实现了大发展,把一个
山区农业县打造成了核桃知名大县、小水电产业发展大县。
关键词: 创新思路;发展;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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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漾濞彝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大理州美丽的苍山

兴县冶 五大战略,把漾濞建设成为“ 绿色经济强县冶 、

公里,设 3 镇 6 乡 65 个村委会和 1 个社区,有彝、

地冶 、“ 全国知名的农业生态旅游示范区冶 的发展思

西坡腹部,是绿色生态和谐之地,总面积 1 957 平方
汉、白、回等 17 个民族,现有人口 102 206 人。 漾濞

1985 年 6 月 11 日撤县设立漾濞彝族自治县,1995

“ 小水电大县冶 、“ 大理后花园冶 、“ 中国优质核桃基
路。

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一经确定,受到全县干部

年被国务院命名为“ 中国核桃之乡冶 、2001 年被云南

群众的一致拥护,有效凝聚了全县干部群众,广大干

省人民政府授予“ 历史文化名城冶 称号。 近年来,漾

部群众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当中。

濞县密切联系县情,充分发挥优势,创新发展观念,

随着“ 三篇文章冶 发展思路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县各

牢固树立农业产业富民、工业富县、基础设施建设强

级干部群众倍受激励和鼓舞。 全县各族人民聚精会

县理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经济社

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实

会实现了大发展,把一个山区农业县打造成了核桃

现了全面进步,呈现出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民安

知名大县、小水电产业发展大县。

居乐业,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好局面,

1摇 立足县情,提出 “ 三篇文章冶 发展思路

漾濞逐步实现核桃大县、小水电大县的目标。

漾濞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山区面积占
总面积的 98. 4% ,工业经济一直发展滞后,是国家
级贫困县。

近年,漾濞县为从根本上打破工业经济发展滞
后和空白的局面,改变贫困落后状况。 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不断创新农业发展思路,走“ 布局区域化、
生产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发挥特色品牌优势冶 的特
色发展路子。 密切联系漾濞山多地广,适宜大规模
发展核桃及山高水高、水资源极其丰富的优势,提出
了力做以水电推动工业化、以核桃为重点的农业产

2摇 做好水文章,水电筑就工业化
漾濞县境内河流广布,有漾濞江、西洱河、顺濞
河、吐路河、雪山河、金盏河等大小河流 117 条,具有

落差大、流量相对较稳定的特点,而且全县水资源总
量 12. 6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10. 27 亿立方
米,地下水资源量 2. 33 亿立方米,地势山形十分适

宜开发。 而如何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却是摆在
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直以来,工业都是漾濞经济发展的短腿。 所

业化、以项目带动基础设施建设“ 三篇文章冶 ,并树

以,漾濞县通过牢固树立工业富县的观念,瞄准境内

县冶 、“ 农业稳县冶 、“ 工业强县冶 、“ 旅游活县冶 、“ 科教

境,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不断做强、做大水电产业,

立“ 民生、生态、科学、和谐冶 四大理念,实施“ 生态立

收稿日期: 2009-09

丰富的水能资源优势,创新发展思路,优化发展环
为全县的工业发展打开了突破口。
为了真正实现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漾濞
把水电建设作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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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坚持“ 以市场为

薄壳山核桃种植示范推广基地冶 建设,在低海拔地

导向,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和科

区推广种植美国薄壳山核桃。 通过实施国家、省、州

技进步为动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工业经济发

林业重点扶持项目,兴办县、乡、村各级样板基地,实

展模式,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加快推进新

施能人带动,招商引资,着力打造先进典型,引导千

型工业化进程冶 的小水电开发思路。 同时,在加快

家万户发展核桃产业。 目前,全县泡核桃种植面积

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特别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达 71. 8 万亩,产量 2. 42 万吨,产值达 4. 89 亿元。

凭借小水电产业的发展,漾濞奠定了大理经济

漾濞千方百计培植核桃加工“ 龙头冶 品牌企业,

圈中有影响的工业发展区域的地位。 尤其是,近五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在积极开发核桃乳、

年来,漾濞以水电开发为突破,培育壮大了一批工业

活性炭、核桃胶囊、核桃精炼油、核桃工艺品等适销

经济产业,以西洱河、顺濞河沿岸工业点为重点,以

对路的产品的同时,大力营造市场销售网络,建成了

320 国道、大保高速公 路、 平 甸 公 路 三 线 交 通 为 连

专营市场———中国核桃城,与省外 100 多家销售商

片区、金牛特色食品工业片区、上街核桃精深加工工

绕“ 打造知名品牌、提升产业水平、推动特色旅游冶

业片区和脉地金工业片 区 为 标 志 的 “ 漾 江 工 业 走

主题,精心举办一年一度的“ 中国·大理漾濞核桃

水电、冶金、化工、建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五大重点

产地注册认证、漾濞核桃标准技术和商标权管理,规

接,基本构建了以顺濞化工工业片区、顺濞冶金工业

廊冶 格局。 在“ 漾江工业走廊冶 的带动下,漾濞围绕

结为贸易伙伴,不断开拓市场。 与此同时,漾濞还围

节冶 。 保护和开发核桃品牌,严格漾濞核桃品牌、原

产业,又实施新一轮工业发展倍增计划。 眼下,漾濞

范“ 漾濞核桃冶 商品市场,全力推动核桃产业发展,

工业经济已成为全县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以工

进一步提高漾濞核桃经济发展水平。 核桃产业已发

业为主导、非公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格局初步形

展成为涵盖一产、二产、三产,独具特色的王牌产业。

成。

目前,漾濞正进一步加快发展壮大核桃种植规模,力
小水电产业的逐步形成,有效拓宽了招商引资

环境。 一批大企业落户漾濞,五年间,漾濞县工业总
产值从 2002 年的 17 066 万元提升到 100 368 万元,
增长 4. 88 倍,工业税收从 2002 年的 763 万元提高

争到 2012 年实现种植面积达 100 万亩的目标任务。

4摇 打好生态牌,绿色宝地显毓秀

漾濞县坚持 “ 生态立县冶 战略不动摇,按照“ 生

到 3 214 万 元, 增 长 3. 21 倍, 占 财 政 总 收 入 的 近

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冶 的思路,做大做强

年,全县工业经济运行进一步呈现出平稳、健康的发

赢冶 。 加快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培植壮大以核桃

52% ,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 63% 以上。 今年上半

生态产业,建设“ 漾江生态走廊冶 ,实现生态经济“ 双

展态势,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 60 038 万元,同比增

为重点的绿色生态农业,大力发展烤烟、膏桐、华山

长 10% ,完成工业增加值 18 178 万元,增长 7% ,工

松、油茶、生猪、肉牛、生物质能源等产业。 坚持造、

业主要产品实现较快增长。

封、育、管并举的方针,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3摇 念活“ 山字经冶 ,核桃铺设小康路

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资源管护和农村能源建设等
工程的力度,促进了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增强了山区

针对漾濞山多地广,适宜大力发展核桃的优势,

群众脱贫致富的后劲。 荒地荒坡披上了绿装,广大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漾濞县凭借特殊的地理气候条

山区呈现出 “ 山头果树成林、 山腰金果满园冶 的 景

念活“ 山字经冶 ,把核桃发展作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

积极培育生态工业,把好项目准入关,从源头预防和

的最大政治任务,二十年如一日,做到换届不换目

控制污染,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效益和环

标,换人不换方向,突出做好“ 以核桃为重点的农业

境效益的“ 多赢冶 。

件和悠久的核桃种植历史,立足山区优势,因地制宜

产业化冶 文章,以实现人均种植 100 棵核桃树为目

象,农家乐成为了最时尚的核桃特色生态游。 同时,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工作,最大限度

标,创新机制,出台优惠政策,建立投资体系,积极鼓

地减少污染,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积极推进平

励个人、集体有偿转让、承包土地,以联营、土地入股

甸公路的青山绿地工程,建设“ 一江两河冶 及国道、

等形式,大力发展核桃产业。 同时,依托“ 国家美国

省道、县乡及乡村道路景观林带建设。 美化河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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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打造休闲带,实现 “ 漾江生态走廊冶 的 “ 一江两

乡村文化长廊,完成墙体彩绘 10 000 平方米。 开展

新农村村庄整治工程,按照“ 整洁美观,生态宜居冶

星级文明户冶 、“ 巾帼文明示范户冶 等创建活动,有力

河冶 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扎实开展
的要求,不断加大村容村貌整治,全县呈现出一幅幅

“绿色家庭冶 、“ 节约型家庭冶 、“ 五好文明家庭冶 、“ 十
地推动了家庭和谐、邻里和睦良好局面的形成。 通

“村在林中、林在村中、房在树中、人在景中冶 的人与

过培养精神秩序意识、行动秩序意识、环境秩序意识

以县城为重点,实施绿化“ 增容绿肺冶 工程,不

自立冶 精神和信念得到进一步树立,农民自我管理、

自然和谐共荣的美丽画卷。

“ 三大秩序意识冶 的教育引导,广大农村群众“ 自强

断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快了污水、垃圾处理等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不断得到增

项目规划建设,县城的亮化、美化、绿化、净化工作迈

强,新型农民不断涌现。

上了新台阶,城市功能不断得到完善,县城和中心城

6摇 丰富载体,建设大理后花园

镇尽展山水园林生态文明城镇的新姿,造就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荣的乐土。

5摇 建好新农村,彝山处处气象新

漾濞是一个资源富集的绿色生态县,漾濞将立
足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生态、产业、交通、民族文化等
独特优势和漾濞核桃、石门关、光明、苍山大花园等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漾濞县按照“ 生产

一批全省知名的旅游品牌优势,扎实推进旅游二次

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冶 的

创业,围绕一个中心( 建设“ 漾江生态走廊冶 ) ,抓好

20 字方针,围绕“ 抓两头、促中间冶 的思路,以实施
“866冶 工程为载体,大力实施产业、基础设施和提高
农民素质的“ 三大工程冶 。

漾濞县把培植产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

紧紧抓住国家实施绿色扶贫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天
保工程、以工代赈工程和省、州列干果基地建设等机
遇,把发展核桃产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导产业来

一个载体( 举办“ 中国大理漾濞核桃节冶 ) ,体现两大
特色( 生态特色和民族特色) ,打造三大旅游经济带
( 石门关旅游经济带、县城旅游经济带、苍山大花园
旅游经济带) , 努力实现三大目标 ( 把漾濞建设 成
“大理后花园冶 、“ 山水园林城市冶 、“ 全国知名的农业
生态旅游示范区冶 ) ,建设四条旅游精品线路( 环苍
山生态旅游线路、苍山崖画—石门关—光明—县城

抓。 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畜牧、烤烟、林产业和

生态文化旅游线路、徒步翻越点苍山探险旅游线路、

特色农作物产业,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大力培育龙头

中国漾濞核桃谷风情旅游线路) ,建设五大旅游景

企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之
间良性互动多赢格局,增强了发展后劲。

点( 古城、光明、石门关、苍山大花园、玉佛山) 。 强
势推进旅游产业发展,使旅游产业成为漾濞经济发

近三年,漾濞县在加快新农村建设活动中,先后

展新的增长点。 大力发展一批文化、生态、康体、度

投入资金 1. 5 亿元,实施扶贫开发整村项目工程、小

假、休闲基础设施;苍山大花园、玉佛山等旅游景点

镇 40 个贫困行政村 1. 2 万户农户的“ 八有冶 、自然

体性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整合包装,推出

康示范村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解决了 9 个乡

的开发力度加大,将极富观赏性、参与性、体验性、康

村“ 六有冶 和村容村貌整治等问题。 围绕“ 七个好冶

山地自行车赛、汽车拉力赛、登山活动、漂流活动、探

目标,实施了马厂、光明两个村农户的产业发展、住

幽活动等特色鲜明、融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的体育

宅改造、庭院绿化及村容村貌整治、道路硬化、公益

旅游产品,把漾濞打造成为大理乃至云南的体育旅

事业和社会保障等工程,促进村庄不断向“ 民富村

游中心。

美风气好冶 的目标迈进。

7摇 立足新起点,迈开发展新步伐

漾濞在新农村建设活动中,尤其注重农民素质
的提高。 不断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帮助农民提

漾濞在加快发展中,紧紧抓住云南省大理州党

高 文化水平、文化素质。通过培养“ 土专家冶 ,有

委政府提出的“1+6冶 建设滇西中心城市的机遇,突

握了 1 至 2 门实用技术,极大地增强了农民致富能

优县城,做特乡镇,做美农村冶 的工作要求,着力把

11 000 多人获得了“ 绿色证书冶 ,90% 以上的农民掌

出漾濞山水文化特色,围绕“ 做强滇西中心城市,做

力。 推出以治家格言为重点内容的墙体文化,建设

漾濞建设成为“ 大理后花园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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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规划,强化建设,提升县城城市化水平。 以

车站为中心的市场及物流发展区、以山水为衬托的

世界的眼 光 规 划 漾 濞, 抓 好 规 划 修 改, 按 照 “ 山 为

苍山生态居住区、以彰显历史文化为核心的博南古

景、水为魂、城为本冶 的思路,把漾濞县城建设成为

道文化体验区、以中国核桃城为支撑的绿色食品加

“ 四面森林三面水, 一城山色半城桥冶 独具魅力 特

工及核桃集散区等四区。 完善居住、商务、餐饮、娱

色、最适宜人居的山城水国和山水田园生态文明城

乐、购物功能,强化城镇亮化、绿化、净化、美化系统

市。 积极做好拓展县城东区、延伸北区、修改南区规

建设,抓好漾濞县城市垃圾处理场建设,争取县污水

划和提升老城区改造工作。 建设一批具有民族特

处理厂开工建设。

色、产业特点的“ 核桃王小区冶 ,引导核桃种植大户
进城居住。 以苍山西镇初级中学搬迁建设、雪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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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bi County爷 s Leading Mode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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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bi New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Yunnan Province672500, China)

Abstract:Yangbi Yi ethnic autonomous county has fully exploited its ecological advantages in recent years by

innova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al concepts and setting the goal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dustrial e鄄
conomy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achieved the enormous economic success.
Key words: innovative thoughts; leading development; eco-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