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县，三秦大地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 ,
中国最美小城、水韵江南、羌族故里等美名
享誉全国。但在几年前，凤县还只是蜗居在
秦岭腹地的一个无名小县，不为世人所知。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2007 年以来，随着凤县旅游破冰，凤县经
济社会转型发展一路高歌猛进，2008 年，
凤县综合实力一跃位居陕西 20 强，列第
13 名，2009 至 2012 年又连续四年蝉联“陕
西省十强县”殊荣。

作为一个以矿业为支柱的资源大县，
何以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潮中逆流而
上，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县委书记张校
平用陕西人的一句俚语道破天机，“不要
把馍放在一个笼子里。”

多点发力、多元化发展是凤县经济持
续高增长的奥妙所在。“生态立县、旅游
兴县、工业强县、椒畜富民、民生优先”
五大战略的出台，工业上，以铅锌和黄金
为龙头，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业上，花椒、
苹果、蔬菜、核桃、林麝、大鲵等种养殖
全面开花；旅游上，一年一个亮点，大秦
岭的会客厅享誉省内外……

一连串组合拳让凤县的经济就像打了
一剂强心针，以每年 22% 的增速攀升。但
凤县人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资源型经
济发展乏力和带给环境的压力，旅游发展
初期的高投入带给地方经济的压力，交通
边缘化等危机就像压在心口的一块大石，
让凤县的决策者夙夜难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是迫在眉睫。“我
们不能干杀鸡取卵的蠢事，我们要发展更
有潜力、更清洁、更能福荫子孙的产业。”
县委书记张校平如是说。

凤县是山区，靠山吃山是一条亘古不
变的真理，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七彩凤
县无时无刻不在创新思维，使“脑细胞”
始终跳跃于时代前沿。敢想他人之未想是
凤县人思想大解放的表现，经过充分调研
论证，发展风电、开发石材、建影视基地
等大胆的构想摆上了书记和县长的案头。

借风引凤——山顶建起“印钞机”
人们开玩笑时经常会说：“钱不是风

刮来的。”但在今天的凤县，彻底颠覆了

人们的认知，钱，还真是风刮来的！

凤县境内群山绵延，山风凌厉，据测

算，年有效风力时间达 2019 小时，风速

超过 6 米 / 秒。得知凤县拥有如此丰富的

风力资源，凤县的领导坐不住了，北上南

下，踏上了寻找风电开发企业的招商之路。

经过艰难的考察谈判，龙源风电看上了这

块风水宝地……

现在，当你翻越秦岭走进凤县黄牛铺

镇的堆子村，远远便可望见秦岭山头十多

个白色巨人在阳光下灼灼生辉，巨大的三

只手臂迎风转动，像是在欢迎到凤县的客

人。这个白色巨人，就是龙源风电架设在

山顶的风车。

时间上溯至 2012 年 6 月，偏远寂静

的凤县河口镇陈家岔村突然热闹非凡，北

京、天津、山东等地的工程技术人员纷

纷涌向这里，各种工程机械车辆往来穿梭

……关中地区首个风力发电项目—龙源风

电在这里开工建设了。

项目办主任禹应杰介绍说，龙源风电

将投资 15 亿元，在嘉陵江源头的观日台

和马头滩各安装 33 个 84 米高的风塔，每

个风塔装机容量为 1500 千瓦，总装机量

将达到 10 千瓦，项目建成后累计年发电

量超过 3 亿度，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 6.88

万吨，节约水 35.31 万吨，可为当地提供 

200 人的就业岗位，提供税收 5000 多万元，

对于凤县地方环境、减少大气污染具有积

极作用，有明显的环境和社会效益。经过

一年多的艰苦建设，今年 6 月 29 日，龙

源风电首批 8 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其余

机组也将于年底前全部吊装完成。该项目

也填补了关中地区风电项目的空白。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龙源风电这只

“金凤凰”的入驻，凤县一时成了风电开

发的香饽饽。浙江运达风电集团来了，河

北宏润重工集团、西班牙歌美飒公司、新

疆特变电工等纷纷与凤县签订了开发风

电的协议。包括正在建设的龙源风电，凤

县风电开发累计投资总额将达到 90 亿元，

总装机量达 85 万千瓦，全部建成年发电

量将达 25 亿度，利税 4.25 亿元。目前，

这四家企业风电场测风已结束，正在进行

项目前期准备，一个西北地区新的清洁能

源之都即将诞生！

点石成金——片片顽石变“宝石”
相传，女娲“采石补天”发生在秦

岭脚下的凤县。几年前，人们在山中意外

掘到了“宝”—— 大理石和花岗岩石材，

储量达 2800 多万立方米！照常理说，手

握这么大的一窖宝藏，可以说是“日进斗

金、高枕无忧”了。但是几年来，凤县人

却“愁眉不展”。愁从何来？

当年，听说山上有宝，不少矿石加工

业老板蜂拥而至，结果，大批印着“凤县

制造”的花岗岩和大理石产品，既卖不了

好价钱，又不能与市场上的“名家”们“抗

衡”，远不及凤县的大红袍花椒名扬四海，

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金石再好，交给寻常铁匠，只能打出

镰刀锤子，只有到了欧冶子这样的铸剑大

师手中，方能锻造出稀世名剑！凤县人开

始四处寻找能够点石成金的“大师”。 经

过苦苦寻觅，在“中国石雕之都”闽南地

区的惠安县，一个重量级企业和一位传奇

人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福建内外矿业公

司董事长王荣平，从一名普通石匠成长为

“石业大亨”，业内排行全国前十。他会成

为凤县的“点金人”吗？

县长郑维国亲自上门相邀，王荣平并

没有到过千里之外的凤县，但他答应可以

去看看。来到了有“水韵江南”之称的凤县，

王荣平和同行的公司骨干被这里的秀美风

光所吸引，为当地人的热情而动容。“这

么好的石材，如果不懂得锻造，实在是太

可惜了！”在唐藏、黄牛铺两镇，王荣平

摸着矿石，心里嘀咕着。

看到事有可为，凤县人为了尽快促成

这段“姻缘”，招商队员们不停地从“岭南”

奔波到“闽南”。在一次次交往中，两家

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升华，经过双方共

同努力，福建内外矿业公司终于拍板，和

凤县签约。

“三年来，我们的努力没白费，吃再

多的苦也值。”签完字，凤县县长郑维国

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据了解，该公司准备在凤县投资 10

亿元，在唐藏镇曹家庄和黄牛铺镇三岔河

建成两大矿山开采区和两大加工区，生产

车间六万平方米，建成后，预计年销售收

入 20 亿元，利税 3.2 亿，创造就业岗位

1000 个。自项目开工以来，今年已完成投

资 4.22 亿元，钢结构厂房已建成，加工

设备已经进入厂区安装调试。

筑巢引凤——欲与“横店”比高低
凤县旅游的发展是一个奇迹。种星造

月、亚洲第一高喷泉、陕西首部情景音画

《凤飞羌舞》、西北最大石头羌寨、百公里

秦岭花谷等一系列大创意

让人惊叹不已。凤县人“把

全县当作旅游景区来建设，

把县城当作星级酒店来管理”的发展理念

让人折服，而打造凤县旅游的王牌产品，

建设唯一性、排他性、不可复制的旅游产

品，则是凤县旅游“天天升温”的关键。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凤县旅游要想长盛不衰，只靠赚取眼球经

济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旅游最根本的内涵

仍然是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赋予山水灵性，

才能让旅游焕发永久的生命力，才能以最

少的投入获得最高的收益。

今年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中国最著名

的制片人之一——张纪中来到了凤县，游

过凤县的山山水水后，大胡子发出由衷的

赞叹：“凤县自然景观独特雄奇，秀美无比，

不但是个不可多得的旅游胜地，同时也是

影视剧拍摄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外景地。”

一语惊醒梦中人。经过四大班子的充分

调研论证，凤县决定将建影视基地作为凤县

旅游转型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来打造。

8 月 14 日，县长郑维国亲自带队前往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基地参观考察，详

细了解影视基地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情

况，并与浙江大横店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广厦上海明凯有限公司等影视企业和

投资商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9 月 5 日，

上海筑城影视文化工作室、浙江华策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影视拍摄基地等企业

派遣专业人士再次来凤县深入紫柏山、通

天河、消灾寺、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

宽滩等进行实地深入全面考察。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经过反复论证

和磋商，凤县与浙江大横店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了《关于凤县旅游资源开发建设

战略合作框架意向》，凤县将借助浙江横

店影视基地的建设和营销管理成功经验，

由横店秦岭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10 亿

元，打造“南有横店北有凤县”的影视文

化产业基地。

该项目位于凤县凤州镇，占地面积

1200 亩，含中西民国、秦汉隋唐、农村题

材、战争题材等四大影视基地，和摄影棚、

宾馆、饭店等配套设施，工期共三年，分

二期建设完成。建成后由横店秦岭文化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的日常

运营管理。横店秦岭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对此项目充满信心，他说：“凤县

的影视禀赋资源比横店优越很多，按照横

店每年有近千个剧组入驻来计算，基地建

成后届时将为凤县至少创造 10 个多亿的

税收，在旅游人气和下游相关产业方面的

带动效应则更是不可估量！”

蓝图已绘就，奋发正当时。随着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凤县 3187 平方

公里的土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建设高潮，

风电、石材园、影视基地等项目在 11 万

凤县人民的建设下日新月异。

“点燃这三大经济引擎，凤县经济将

又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我相信

凤县明天会更美好！”县长郑维国对未来

充满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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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终，回望刚刚走过的 2013 年，我们有
过收获的喜悦，也有发展的艰辛，拼搏的精神值得
宣扬，奋斗的记忆应该珍存。在 2014 年我县“两会”
召开前夕，本报从本期开始特别推出“凤县 2013 年

亮点工作扫描”系列报道，盘点一年来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记录我县城乡群众一年来工作生活的
点滴变化，奏响凤县科学发展的激越旋律，为“两会”
献礼！

三大手笔
     点燃凤县经济转型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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