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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山露水靚底色
江西省浮梁縣 委 、 縣 政 府 深 入 踐 行
習 近 平 生 態 文 明 思 想 ， 科學創新 「綠
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轉化的制度實踐
和行動實踐，積極探索 「兩山」 理論的
轉化通道，持續鞏固綠色生態底色，豐
富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理論內
涵，推進生態文化、生態旅遊供給模式
創新，提升生態產品供給水平和保障能
力，創新生態價值實現的體制機制，打造
綠色惠民、綠色共享品牌。2018 年浮梁
被評為第二批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市
縣；2020 年 10 月，成為江西唯一入選第
四批國家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實
踐創新基地的地區。 文/ 周萬里 郭美勤

浮梁縣位於江西省東北部，地處贛、皖二省交界
處，是黃山、懷玉山余脈的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鄱
陽湖濕地的重要生態屏障。走進浮梁，青山疊翠，滿
目蒼綠，2851 平方公里的國土上， 「八山半水一分
田，半分道路與莊園」，獨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山青
水秀的浮梁縣。來浮梁看山，煙雨迷蒙，不見其真模
樣；來浮梁看水，輕波浩淼，倒影翩翩。浮梁 1400
年的建縣歷史，創造過 「浮梁歙州，萬國來求」的輝
煌，是江南唯一的 「五品古縣衙」，是茶瓷故里、絲
路源點，滋養和孕育了國際瓷都景德鎮。
浮梁縣委書記胡春平指出，近年來，浮梁積極踐行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把 「兩
山」理論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 「定海神針」，努力
探索縣域經濟綠色發展的浮梁樣式。
山色川光南國天，珠峰千仞綠江前。綠色是浮梁最
亮麗的底色。全縣森林面積 355 萬畝，森林覆蓋率穩
定在 81.4%以上，擁有數百種野生動物和上千種野生
植物。浮梁縣出台 「山水林田湖草+人」生命共同體
浮梁行動綱領，投入近 30 億元，重點推進 180 座礦山
生態修復、200 里流域水環境治理、300 萬畝森林改
造、20 萬畝茶園提質、38 萬畝耕地整理。現在的浮

點 「綠」 成金增亮色
建設生態文明，不是要放棄工業文明，回到原始
的生產生活方式，而是要以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為基
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
和諧為目標，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
的文明社會。
浮梁縣長程新宇強調，綠色發展優先要創新，關
鍵是集成，深度靠融合。實現 「兩山」 轉化，就是
要把生態資源變為產業資源，把生態價值化為經濟
價值。
浮梁縣立足生態資源優勢，發揮區位優勢，依託
「兩山」 基地建設，積極探索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
銀山的有效途徑，大力發展生態產業，堅持歷史文
化打頭、生態空間打底、特色產業打樣，加快推進
一二三產融合，努力實現生態生產生活一體。
浮梁地處茶界公認的茶葉生產金三角核心區域，
歷來被稱為 「瓷之源、茶之鄉」 。浮梁茶自公元
863 年就已被廣為稱謂，承傳千年。堅持綠色生態
發展，提升茶業品質品牌，是依託浮梁生態優勢提
高浮梁茶核心競爭力、推動浮梁茶崛起的必然選
擇。浮梁大力實施茶產業做 「加法」 ，培育綠色茶
產業，打造 30 萬畝綠色有機茶園基地，推動有機茶

生產技術普及提升，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轉
變，以 「浮梁茶」 地方證明品牌為主品牌，以有機
茶基地建設和三品一標認證提升產業品質，推進茶
產 業 縱 深 發 展 。 2019 年 ， 浮 梁 茶 品 牌 評 估 價 值
23.76 億元，列全國 107 個區域公共品牌第27位，連
續兩年被中國茶葉流通協會授予 「中國茶葉百強
縣」 ，並榮獲2019年 「中國茶旅融合十強示範縣」 。
站在瓷之源的源頭，浮梁縣以生態為抓手，積極
推動瓷產業做 「減法」 ，實現發展轉型，促進瓷產
業集群化、綠色化、科技化發展。新建省級產業
園，集群化發展促進各類企業集群，以陶瓷產業為
核心，依託上下游合作成本優勢，大力推動節能減
排，進行綠色化生產，提升產業數字化升級。生產
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引進，實現了生產企業的科
技進步，新的技術和裝備為建築衛生陶瓷行業的發
展提供了保障。江西景光電子小型微型企業創新創
業基地內陶瓷企業依託園區基礎設施和技術支持優
勢，着力發展新興陶瓷產業。建築陶瓷生產企業狠
抓技術改造，降低資源消耗與減少環境污染。歐神
諾公司通過減排技術讓廢氣污染物排放降到最低，
促進產業與生態同步發展；樂華陶瓷的技術改造通

建設中的景瑤線 劉立功攝
梁山青水秀地乾淨，花香鳥語茶飄香。堅決打好污染
漾，畫舫連連，一路逶迤南下。2020 年浮梁縣獲評
防治攻堅戰，全縣生態環境綜合指數穩定為優級。地
江西省全域旅遊示範區，全縣國家級生態鄉鎮達到
表水、飲用水優良率均為 100%，江河湖泊岸線無固
93.8%，全縣持續開展城鄉人居環境整治，獲評 「全
廢，農用地安全利用率 100%。境內昌江幹流水質常
國衛生縣城」，不斷擦亮了綠水青山的底色，經濟社
年保持在 II 類以上，其中 I 類水質 122 天，佔全年的
會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協調推進。
33.4%；空氣質量優良率全年保持在
浮梁培育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態文化、生態旅遊
97%以上。昌江河兩岸綠色
品牌，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探索一條最中
如畫廊，垂柳依依，花
國、最時尚、最鄉愁的浮梁振興樣板；深
浮梁史子園生態有機茶園
團錦簇，碧波蕩
刻理解健康中國戰略，積極構建田園
四季、餘生浮梁的健康生活理念。
「山莊瀟灑近山阿，茅屋雞豚安
樂窩」。全縣着力打造浮梁旅居
品牌，讓民宿經濟成為展示浮
梁風光、講述浮梁故事的窗
過引進、消
口。引進藝術家、設計師、企
化國內外先
業家，與村民一道改造空心
進技術和關
村、盤活閒置房、提升農家
鍵裝備，做
院，全域發展新民宿，開辦
到了節能和
農家樂，展現 「中國風、國際
效益的有機統
範、生態谷、鄉愁地」的獨特
一。
魅力。全域探索實施 「中國田
浮梁大力培
園智宿計劃」，營造 「人到窯裏
育新興業態做
觀世界，棲居山林入自然，歸隱田
「乘法」 。實施數
園問自己，餘生恰合浮梁紅」的場
字經濟三年行動計劃，
景，吸引有情懷、有格局的人來體驗停
引進 58 科創、豬八戒網、
留、貢獻知識智慧，走一條 「生態+」 「文
中國網庫、網易、淘寶等互聯網
化+」 「
智慧+」的生態經濟發展新路徑。
企業，賦能建築陶瓷、機械電子等傳統
產業，發展跨境電商、智能製造等新興產業。應對疫情
影響，抓住消費市場內循環的有利時機，推出夜遊經
濟3.0版，打造浮瑤映月和水木浮梁夜集，帶動文
旅產業轉型升級。生態+文旅、數字+生態，
使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加速融合，
一個可體驗、可觸摸、可感知的浮
梁越來越令人嚮往。

鄉愁神韻新浮梁
浮梁縣委、縣政府以低碳發展、創新發展、和諧發
展為導向，大力提倡節約集約利用資源，充分發揮生
態優勢，支持節能低碳產業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發
展。按照 「一產優化、二產提高、三產突破」的思
路，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積極發展生態農業，大力發
展生態工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形成以高新技術
產業為先導，有機農產品加工業為支撐，現代服務業
為全面發展的經濟體系。

變則通，通則久。浮梁縣深入探索 「生態+生產+生
活」的發展模式，積極推動 「兩山」理論轉化，讓
「轉」的通道多起來， 「轉」的成效可持續。一是把
自然資源轉化為人文資源。浮梁好山好水好風光，處
處是景，步步有文化。近 4000 公頃的青龍尖森林公
園，遍布着數百個宋代古窯址，保存着見證過唐宋盛
世繁華的南市街，是一條完整的古陶瓷生產廊道。浮
梁把良好的生態資源與深厚的人文底蘊結合起來，實
施 「宋瓷谷」項目建設，吸引
了不少各地的手藝人來打卡，進
坑村復原了 「
忙時種田、閒時考
古」的景象，成為中國美麗休閒
鄉村。二是把田園耕種為公園。
投資 50 億元建設高嶺中國村田
園綜合體項目，高嶺國家地質公
園再次成為陶瓷愛好者的朝聖
地，世界瓷都之源新晉為網紅
打卡地。投資 42 億元打造西湖
荻灣鄉村振興項目，世界高香
紅茶第一鄉、近代茶王汪宗潛
重新回歸人們視野。
戍樓盛世無烽火，故壘斜陽
起牧歌。浮梁 1400 年沉澱的人
文基調，印記着很多文人騷客
的筆墨，留下各朝代的古書院
建築。浮梁的顏色有青花藍、
昌江百里風光帶（
昌江百里風光帶
（浮梁段
浮梁段）
） 浮梁紅、山水綠；浮梁的聲

水木浮梁 古衙夜集
音，是綠水青山的聲音，是大自然餘音裊裊的聲音，
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聲音，是千百年生生不息奮鬥
的聲音，是能代表中國的聲音，有着最人文的底色。
浮梁水土宜陶、水土宜居、水土宜業，有着獨特的歷
史底蘊、厚重的人文故事、秀美的田園風光。
自然與人文融合，大力塑造浮梁空間。以千年衙署
文化為依託，投資 30 億元打造瓷茶古鎮，再現浮梁古
城的盛世輝煌。以千年理學文化為載體，投資 5 億元
保護性開發滄溪、嚴台等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村，讓
傳統文化在新時代再放異彩。以千年農耕文化為基
底，投資 38 億元打造現代智慧農業產業園和食品加工
園，發展生態+康旅產業，讓浮梁成為中國田園生活
的理想地，努力塑造 「人在草木間、回歸瓦屋下」的
浮梁空間。浮梁攜手清華文創研究院，量身打造了
《浮瑤映月》瓷茶水陸體驗秀和 「水木浮梁‧古衙夜
集」大型藝術光影秀兩檔節目，通過多元化手段，生
動演繹了浮梁 「瓷之源」 「茶之鄉」的千年盛景，訴
說了 「相見不恨晚，餘生在浮梁」的情懷，為觀眾呈
現了美輪美奐、令人陶醉的視聽盛宴，觀眾好評如
潮，被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等各大主流媒體專題

報道，讓沉寂已久的浮梁古城一夜爆紅。
浮梁縣委書記胡春平表示，浮梁的未來，重點在鄉
村，希望在田野。下一步我們就是要用鄉創的制度推
動人才振興，扎實做好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激
勵、服務工作，為鄉村振興引入更多 「活水」，把浮
梁打造成為中國田園生活理想地、中國田園教育發源
地、中國田園藝術創作地，使浮梁成為夢想家的樂
土、創業者的熱土、旅居者的淨土。
以獲得國家級 「兩山」理論實踐創新基地為契機，浮
梁縣站在新時期，謀劃新發展，持續深入踐行習近平生
態文明思想，堅持生態引領、創新驅動，以 「雙選雙
引」為主抓手，用好用活鄉創特派員制度，推動城鄉
資源有機融合和鄉村振興綠色發展，呈現出 「一戶一
景點、一村一畫面、一路一風景、一鎮一天地」的浮
梁新貌。堅持產業基礎高級化、生態風貌景區化、鄉
村振興藝術化、資源利用綜合化、城鄉治理智能化，
為 「兩山」理論的生動實踐提供更豐富內涵的浮梁樣
板，打造 「好看、好聽、好味道、好託付」的浮梁空
間，全力呈現 「綠水青山、田園牧歌、鄉愁綿綿、其
樂融融」的江南千年古縣神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