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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的环保小事！
1、顺手关水龙头
洗手擦肥皂时，要关

上水龙头。不要开着龙头用
长流水洗碗洗衣服。看见漏
水的龙头一定要拧紧它。

2、一水多用
尽量使用二次水。例

如，淘米或洗菜的水可以浇
花；洗脸、洗衣后的水可以
留下来擦地、冲厕所。多淋
浴，沐浴节水且更卫生。

3、在马桶的水箱里
放一个可乐瓶。

如果您家冲水马桶的
容量较大，可以在水箱里
放一个装满水的可乐瓶，
你的这一小小行动每次可
节约 1.25 升水。

4、少用洗洁精
大 部 分 洗 涤 剂 是 化

学产品，会污染水源。洗
餐具时如果油腻过多，可
先将残余的油腻倒掉，再
用热面汤或热肥皂水等清
洗，这样就不会让油污过
多地排入水道了。有重油
污的厨房用具也可以用苏
打加热水来清洗。

5、不要让电视机长
时间处于待机状态

待机状态指的是，只
用 遥 控 关 闭， 实 际 并 没
有完全切断电源。每台彩
电待机状态耗电约 1.2 瓦
/ 小时。

6、用温水煮饭
用温水煮饭，可省电

30%。电饭锅的内锅与电
热盘要及时清洗。电饭锅
用完立即拔下插头，既能
省电，又能延长使用寿命。

7、争做公交族或自
行车族

多 利 用 公 车、 地 铁、
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既
可节约汽油，又可减少汽
车尾气排放带来的大气污
染，还可以缓解交通堵塞。
有私家车的人尽量使用无
铅汽油，因为铅会严重损
害人的健康和智力。

8 选购绿色食品
很 多 蔬 菜 水 果 都 喷

洒过农药、化肥，还有很
多食品使用了添加剂。这
样的食品会危害健康和智
力。所以，要选购不施农
药、化肥的新鲜果蔬，少
吃含防腐剂的方便快餐食
品、有色素的饮料和添加
剂的香脆零食。或者认准

“绿色食品”标志选购食
品也行。

9、选无磷洗衣粉
含磷洗衣粉进入水源

后，会引起水中藻类疯长，
水中含氧量下降，水中生
物因缺氧而死亡。水体也
由此成为死水、臭水。　

10、拒绝过度包装
不少商品如化妆品、

保健品的包装费已占到成
本 的 30%~50%。 过 度 包
装加重了消费者的经济负
担，增加了垃圾量，污染
了环境。

11、自带菜篮买菜
买东西时少领取塑料

购物袋，上街购物时带上
布袋子或菜篮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2012 年 8 月 28 日，随着县委常委、

副县长辛元平一声令下，5 台挖掘机同时

举起长长的臂膀，从预定地点挖起土方，

省道 212 凤县县城过境段改线工程丰禾

山隧道工程正式开工；9 月 29 日，市政

协副主席张宗智宣布：316 国道凤县 0 号

大桥至草店段二级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

车，现场顿时鼓乐齐鸣，炮声雷动……

我县正按照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编制的凤县城市总体规划，不断拉大

城市骨架，实施“东扩西移北进”的城

市发展战略，要把县城规划控制区面积

从 2.5 平方公里扩大到 10.3 平方公里。

如今走在凤县，随处都能感受到加

快城市化进程建设的速度和力度，不管

是道路上，还是项目建设的工地里，处

处一派火热的建设场面。

古羌产业示范园区、凤凰廊桥、西

庄交通运输中心、金凤凰购物广场……

高高塔吊下，一座座大楼正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一条条宽阔、规整、绿化漂

亮的大道不断显现。

县委书记张乃卫说，不久的将来，

一个崭新的凤县将呈现在大家面前。由

此带来的连锁变化，将会使凤县发展有

一个质的飞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了解凤县的人，定会明白凤县的城

市总体规划，对于承载着 11 万人口的凤

县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个县的发展思

路，一个县的发展方向。

没有明确的“思路”和“方向”，就

如夜航的轮船，不知道走什么样的航道，

更不知道驶向何处，最多也只能在黑夜

里摸索，弄不好还会触礁。

凤县城市总体规划的“出炉”，在一

定程度上就是破解凤县多年来发展思路

不清、发展方向不明这一难题的结果。

这是一段苦苦的探索过程，也是一

段艰难抉择过程，更是改写一个县历史

的过程。

对照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来衡量，

熟知凤县县情的人都知道，“十一五”期

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凤县面临着一

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一是县域经济总量偏小，经济增长

的内在活力不强，重大产业项目少，发

展后劲不足；

二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工业比重

偏高，结构单一；旅游三产亟待提升，

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区域边缘化问题比

较明显，县域经济抵御市场经济风险的

能力不强；

三是发展方式不够科学，经济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投资和资源消耗

拉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

土地、资金、人才的供需矛盾较大；四

是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城乡二元结构明

显，农村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农村持续

增收难度较大，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艰

巨；五是财政持续增收基础不够稳固，

结构性矛盾、收支矛盾仍然突出。

这些难题一度让这个“中国最美小

城”的山区县处于彷徨、徘徊中。

“狭小的面积、有限的财力引发连锁

反应，环境压力与日俱增，严重威胁青

山绿水。面对现实，凤县必须突破重围，

找到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张乃卫说，经

过多届领导班子苦苦探索，科学论证，

2007 年的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会上，提

出“突出工业强县、椒畜富民、旅游兴

县”；2009 年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

出了“加速工业强县、椒畜富民、生态

立县、旅游兴县进程”；2010 年十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上提出“加快推进生态立县、

旅游兴县、工业强县、椒畜富民”，首次

将“生态、旅游、工业、椒畜”完整的

提到了发展战略层面；2011 年中共凤县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又在四大战略的

基础上添加了“民生优

先”，让困扰凤县多年

的发展思路问题终于变

得清晰、明朗。

“这不是简单的词

语排序，这是全县发

展思路和执政理念的调

整，每一次调整都体现

了县委、县政府对凤县

实际的更准确的把握和

对科学发展观的更新、

更全面的认识。”张乃

卫告诉记者，“生态立

县”从提出到定为发展

战略，从排第三到排第一，体现了县委、

县政府对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

体现了“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软实力”

的发展理念。“旅游兴县”战略从谨慎提

出到位次靠后，到目前排到第二位，体

现了县委、县政府及全县人民为了培育

一个新产业的艰辛探索和科学实践，展

示了县委、县政府对旅游兴县的信心和

决心。“工业强县”从第一位排到目前的

第三位，并不否认当前工业对整个县域

经济的支撑作用，而是我县经济结构大

调整、发展方式大转变的客观需要；“椒

畜富民”排到发展战略的第四位，是要

坚持走特色化、品牌化发展之路，为促

进农民增收构建多元化渠道；最后添加

的“民生优先”，就是把自身的优势特色

做大做强后，分好公共财政的“蛋糕”，

努力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围绕这一战略，我县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做“加减法”：

一是在改善生态环境上做“加法”。
让全县干部群众进一步增强“生态

保护”的意识，进一步认识到保护生态

是凤县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所有工作

的底线，而且统领凤县发展理念和方向，

无论今后多少年都必须坚持。为此，我

县先后投资 1.2 亿元，先后建成了城区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集中供

应天然气站和集中供热中心；投资 10300

万元实施了嘉陵江县城段综合治理工程，

以拦江造湖的方式，在嘉陵江和小峪河

口形成了约 50 万平方米的水面；累计投

资 3.35 亿元，建成了以百里林带、百

里花卉、百里特色民居为主的“百里立

体山水画廊”、五大主题公园和五条主干

道路的绿化美化工作，完成了城南广场、

中心广场、汉中路游园、月亮湾公园、

宝鸡路游园、街亭公园等多处公共绿地

的建设任务，使凤县的绿色与周边大自

然的水乳交融。未来 2 年时间，我县还

将投入 1.4 亿元专项资金，对境内 212

省道沿线的 4 个镇 17 个村的道路、铁路、

农田水系、村庄社区、游园景点等进行

经济、观赏性植物种植，着力营造春赏绿、

夏看花、秋品果、冬赏雪的生态观光亮点。

二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对工
业产业做“减法”，对一三产业做“加法”。

我县提出了不拼矿产抓生态、不拼

速度抓和谐、不比总量抓人均，在转变

发展方式中加快发展的统筹发展、差异

化发展理念，把发展重点从地下矿产资

源开发，转到地下矿产资源开发与地上

山水资源利用并重，在建设生态型百万

吨铅锌产业基地的同时，着力打造百万

游客景区，推动经济结构由矿业一元独

大向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生态农业

共同发展的经济转型。依山造势，临水

布景，星星山、月亮城，将整个凤县变

成了一个开放的景点，让所有人前来参

观，成功地用旅游这根杠杆撬起了整个

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是在产业布局上，对高能耗产业
做“减法”，对高新产业做“加法”。

近年来，我县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并重的方针，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

实施各种节能技术和措施，循环利用能

源和物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

通过强力推进矿山企业资源整合，将全

县原有的 130 多户小型铅锌采矿矿山企

业整合为 29 户，初步实现了资源的集约

化经营；先后关闭、淘汰规模小、效益

差的岭南冶炼厂、铅铜山冶炼厂等多家

企业，启动凤州现代科技产业园、留凤

关循环经济产业园和生态型百万吨铅锌

产业基地建设，招引铅锌企业集群发展。

这两年，声威水泥、福和德公司贵金属

回收、秦岭工业公司多金属回收等一批

发展规模大，产业关联度高，符合循环

经济、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重点项目相

继建成投产，尾矿资源的综合利用取得

显著成效。

四是在优化城乡空间上，在小乡村
建设上做“减法”，在大城镇发展上做“加
法”。

目前，我县已经将原来的 10 镇 2 乡

150 个行政村合并为 9 个镇 100 个行政

村。同时，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

发现状和发展潜力，按照“一体、两翼、

三带、四中心、五十个新型社区”的城

乡空间发展框架体系，以“富民、增收”

为目标，在做好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以

县城为中心，镇为依托，316 国道、212

省道为轴带，布置建设 50 个新型社区，

向东、向北、向南发展，形成县域内的

弓形经济发展动脉，建设优势互补、交

通畅通、功能完善、要素聚集、特色明

显的山区小城镇。并且以加快城镇化进

程为主攻方向，加快特色农业现代化、

推进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民居民化、加

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以城带

乡以工补农新机制，确保城乡居民政治

待遇在一个公平线、县委、县政府对城

乡工作在一个决策线、城乡产业培育在

一个平等线、城乡教育在一个起跑线、

城乡医疗保障在一个水平线、城乡养老

保障在一个对等线、城乡就业在一个准

入线、城乡环境建设在一个标准线，全

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引导农民有序

向城镇流动，逐步实现由农民到居民的

身份转变。“十二五”期间将实现 3 万农

民进城居住，使城镇人口达到 7.5 万人，

城镇化率达到 70% 以上。

五是在改善民生上，对鳏寡孤独老
弱病残做“加法”。

我县自 2010 年提出“打造老百姓最

幸福的地方”后，果断跳出“有多少钱

办多少事”的惯性思维，拿出“有多少

事筹多少钱”的超常勇气和实际行动，

财力配置天平倾向民生，全力建设幸福

凤县。按照“劳有所得、老有所养、学

有所教、病有所医、居有其屋、活有所

乐、灾有所救、困有所帮”的总体要求，

五年来累计投入 10 多亿元相继启动实施

了促进就业、收入倍增、全民社保、教

育提升等 10 大类民生工程 432 个，并在

全面落实各级惠民“规定动作”的同时，

不断推出普惠特惠“自创动作”，免费医

疗、免费教育、福利计生、灵活就业和

城乡一体化社保体系基本形成，群众日

常生活有钱花、休闲健身有场所、养老

看病不发愁，社会福利园区成为残疾智

障孤寡老人的养生天堂，凤县人用财政

支出的 70%、新增财力的 80% 用于民生

社保，构筑了许多十强县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的民生体系。

系列的“加减法”，让这个曾经困惑

多年的山区县，找到了一条真正科学发

展、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今，行走在凤

县 3187 平方公里土地上，处处洋溢着一

派新气象。

县委、县政府提出：按照“生态立县、

旅游兴县、工业强县、椒畜富民、民生

优先”的思路，再用 5 年的时间使生产

总值达到 150 亿元、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

5∶ 55 ∶ 40、财政收入达到 15 亿元。‘十

二五’目标就是要让城市靓起来，企业

强起来，市民雅起来，百姓富起来，把

凤县率先建成加快发展的先行区、科学

发展的先导区、统筹城乡的示范区、生

态环保的核心区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样板

区。”

看 凤县发展思路改变之艰
□本报记者 刘涛

8 月 28 日，我县省道 212 县城过境段改线工程丰禾山隧道开工建设。      （田俊雅 秋夏成 摄）

图为生态文明环境优美的红花铺镇草凉驿新村。        （本报记者 王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