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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产业优、百姓富、机制新，
是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赞皇
实践、赞皇样板的美好蓝图，也是一个加
快县域跨越赶超、高质量发展的‘路线
图’和‘作战图’。”赞皇县委书记陈宏锋
说，围绕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赞皇实践、赞皇样板的目标，赞皇县开
展了生态建设、项目建设、县城建设、乡
村振兴、旅游升级、社会治理“六大攻
坚”，实施教育质量提升、医疗服务提升、
社会保障提升、人居环境整治、营商环境
优化、人才引进培育、宣传文化引导“七
项惠民工程”，强力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创
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赞皇实践、赞皇样板”将是一幅山
清水秀的美丽画卷。通过大规模植树造
林，大力度生态修复，5年内营造林完成
35 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增长 5 个百分
点，争创国家园林县城和国家森林城市。

扎实推进河湖治理，持续改善流域环境，
精心打造槐、济两河生态走廊。强化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不断改善空气质量。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成就赞皇
之美。

“赞皇实践、赞皇样板”将是一派百
业兴旺的喜人景象。通过优化调整产业
布局，以现代农业、绿色工业、休闲旅游
业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林
果业跻身全省前列，建成全域旅游示范
区。五年内，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
120亿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突破1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20亿元，
农林牧总产值达到50亿元，服务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到50%，产业结构更加
优化，质量效益同步提升。

“赞皇实践、赞皇样板”将是一张百
姓富裕的靓丽名片。通过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实现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
富起来，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长 10%以上。“1+5+N”的城乡发
展格局基本形成，城镇化率达到 50%左
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8%以上。人民群众尽享绿色“福利”、生
态“红利”、发展“惠利”。

“赞皇实践、赞皇样板”将是一个体
制机制的创新高地。持续开展解放思想
大讨论，扎实推进开发区、国有企业、投
融资等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
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
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政策性
体系，构建推动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

体制机制，争建市场化碳
排放权交易平台，力争
率先完成碳达峰、碳
中和。改革领航、
创新驱动、机制
突 破 ，成 就
赞 皇 之
变。

十月，巍巍太行焕发出秋的魅力，在太行山深处的赞皇县黄北坪乡松会村，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在

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诱人。

“以前守着山，日子过得苦，可现在守着山，有了致富的门路。”看着迎来丰收的葡萄园，松会村的老支书路振岗满脸笑容，

“靠山吃山，乡亲们靠着种植葡萄，过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

山还是那一片山，百姓还是那一方百姓。但思路一变天地宽，绿水青山就能变成金山银山。

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中段东麓，山场面积115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70%，“七山二滩一分田”是赞皇地貌的真实写照。近年来，

赞皇县把绿色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不断完善生态体系，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径。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赞皇县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赞皇资源禀赋和比较

优势，构建绿色生态产业体系，探索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努力把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势，把自然财富变为社会财富、

经济财富，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赞皇实践、赞皇样板，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必然要求。赞皇县把绿色作为高
质量发展底色，走上生态立县、绿色发展、

“靠山养山”的发展新路。
近日，位于赞皇县千根村的“十里荷

塘”现代农业园内，工人们正在忙着清理荷
塘。园区办公室的窗口前，身着淡蓝色衬衫
的园区负责人郝晓飞，津津有味地看着眼
前的场景，“端起生态碗，日子比以前过得
舒心啊。”

原来，眼前这位园区负责人，几年之前
还是个地道的“煤老板”，而脚下的这片土
地正是他的煤场。“当时，在赞皇县通向山
西的公路沿线上，大小煤场数不胜数，运煤
车辆目不暇接。”郝晓飞回忆说，那时候做
煤炭生意特别挣钱，一天挣一万元不成
问题。

煤炭生意让群众的收入翻了几番，但

同时也让“脏、乱、差”成为生态环境的代名
词。面对已经亮起的生态“红灯”，赞皇县
委、县政府果断作出选择：以牺牲生态环境
换取经济效益的发展方式，绝不可取！必须
发挥自身优势，做足生态文章，发展生态经
济，实现绿色发展。

赞皇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1 个月内
关停治理全部煤场，清运煤炭160万吨。之
后，又依法关停取缔采砂、采石场和矿山企
业184家，投入10亿元全面开展生态环境
修复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如今，山峦披
绿装，河水现清流，绿水青山重回赞皇。

不仅如此，赞皇县还依托自身生态优
势，立足100万亩特色林果、1100多条沟域
等良好生态资源，持续推进生态绿化工程。
今年，该县预计完成造林绿化8.9万亩，千
方百计增绿增量，打造“绿色银行”。为守住
生态底线，严厉打击私挖滥采等损害生态
环境行为，出台了《赞皇县矿山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方案》，年内再完成矿山修复5处以
上，通过增绿、护绿，强壮县域生态“筋骨”，
实现“政府得绿、农民得利”。

除了打造绿色屏障，今年，赞皇县还持
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县委、县政
府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一把手”工程，坚
持高位发动，精心组织实施，建立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网格化包联机制，深入开展农村
厕所革命、污水治理、乡村清洁与生活垃圾
治理等七个专项行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直击环境整
治提升的“痛点”和“盲点”，高标准高质量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一个个村庄通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
现美丽蜕变的同时，赞皇县城也在发生着
悄然变化。

今年以来，赞皇县以县城建设攻坚作
为提升广大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途
径，瞄准县城短板、弱项，持续攻坚，大力

开展了基础设施建设、老旧
小区改造、小街巷整治提升等
重点工程，全面推动县城建设提
档升级。

结合城区主街主路景观提升
专项行动，按照“一街一景、一路一
特色”的定位，聘请专业公司对主要街
道绿化提升工程进行高标准设计。实施
了县城主要街道停车设施改造项目，对
槐河路、龙门大街等主要街道的停车设
施进行升级改造，计划增加机动车停车位
1665 个。并以私搭乱建、违章建筑专项整
治和小街小巷整治提升两项专项行动为
契机，大力开展街区内广告牌匾整治和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街区“塑颜”行动持续高
效开展。

一系列工程的实施让赞皇县城变得灵
动起来。如今，这座生态宜居的县城，正以
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门路在山多栽树，板栗为主快致富。
家里千棵板栗树，小康路上迈大步。”在素
有“太行板栗第一村”美誉的赞皇县三六沟
村，这一段朗朗上口的顺口溜，生动展现出
如今这里村民生活的状态。

近年来，三六沟村“两委”坚持“走出
去，引进来”的原则，改良板栗品种近千亩，
板栗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乡亲们切实尝到
了板栗产业发展的甜头。全村板栗的产量
到2020年底，已经达到了1500多吨，仅此
一项，村民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

不只板栗，在赞皇，核桃、大枣等依托
当地生态优势的林果业都已发展成为富农
增收产业。全县经济林总面积达110万亩，
实现了农村人均拥有4亩经济林、200棵果
树，年人均增收超过2400 元。用当地老百
姓的话说，赞皇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果”

“山山都是花果山，树树都是摇钱树”。
守好绿水青山也为赞皇县加快项目建

设、做强产业支撑提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优势。

近日，位于赞皇县河北玖汇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一森高端药用酸枣仁项目的建设
现场，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厂房改建，部
分设备已经订购，预计明年上半年部分生
产线即可投产。

“今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该项目已完
成投资0.8亿元。当前，我们正在抢时间、赶
进度，全力以赴加快建设速度，为推进酸枣
行业龙头企业建设和乡村产业振兴作出积
极贡献。”一森高端药用酸枣深加工项目相
关负责人说。

如今，在赞皇县，像河北玖汇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一样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新建

项目还有很多。
赞皇县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把项目建

设作为第一抓手，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项目为王”理念，不遗余力抓招商、上项
目、强园区、优环境，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
体系。瞄准休闲旅游、绿色建材、商贸物流、
食品健康、轻工智造五大产业定位，制定产
业规划，加快产业集群式发展。出台了《支
持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政策激励措施》《招
商引资考核奖励办法》《“拿地即开工”实施
办法》《“招才引智”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
通过一系列招商优惠政策，力促产业转型
升级,推进全县经济跨越赶超，实现高质量
发展。

换届以来，赞皇县新签约落地锁云湖
葡萄度假小镇、鸿锐技改、顺农中央厨房等
重点项目8个，总投资59.8亿元；正在洽谈

高铁刹车片、好多树健康产业园等亿元以
上项目22个，总投资132.5亿元，正在加快
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
设一批、达效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与此同时，生态旅游发展势头强劲。
赞皇县以嶂石岩、棋盘山、石柱山等景区
为抓手，以大枣园区和 119 个特色区域
为支撑，积极创建全县域 3A 级旅游景
区，打造休闲度假胜地。目前，赞皇县
正在与中国农大、河北省葡萄酒产业
协会等合作，建设莲花农庄、松会葡
萄酒庄等一批田园综合体和风情
小镇；并邀请专业团队，谋划建设
旅游产业运营平台，开发精品线
路和特色旅游商品，实现“吃
住行游购娱”互动发展，做大
做强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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