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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时讯

打造精美漾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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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幸福家园

——我县提升人居环境建设纪实

漾濞，一个名字温润如玉的彝族自治

力推进“两违”综合整治，强化城市管理，
县。
净化美化序化城市环境，人居环境显著改
漾濞，大理点苍山世界地质公园西麓 善。我县“两违”整治工作于 2015 年 3 月
的明珠。
份启动，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县委书记、县
几千年以来，核桃树在这里生长，核 长擎旗挂帅，担任全县“两违”整治工作领
桃花在这里开放，核桃果在这里成熟，漾 导小组组长，指挥带领各级各部门全面打
濞人在这里繁衍，这里是驰名中外的“中 响“两违”整治攻坚战。为确保“两违”整
国核桃之乡”，被形象的称为世界“核”心， 治工作取得实效，该县先后制定下发了
中国“桃”
源。
《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
沿着古西南丝绸之路走来，穿越历经 于清理整治县城规划区违法占地和违法
风雨的苍山西坡古崖画，走出雄伟的石门 建设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漾
关就来到了漾江边，这条江滋养了彝县 10 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进
万多各族儿女，他们在这片沃土上和谐共 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和规范建设用地管理
荣生生不息。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中共漾濞彝族自
当时光在云龙桥上来回穿梭时，漾江 治县委宣传部关于印发<漾濞彝族自治县
的波涛一波又一波澎湃涌起，而江畔的漾 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暨“两违”整治宣
濞县城也在时代的大潮中发生着日新月 传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通知。按照
异的变化。今天，迎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管住当前、消化过去、规划未来”的工作
的东风，漾濞十万多各族儿女正用勇气、 方针，分时、分类、分期、分批对全县城乡
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设精美漾濞，共筑幸 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进行集中整治，取得
福家园。
了一定的成效。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查处
漾濞彝族自治县地处大理州中部，点 违法违规建筑 268 宗，查处面积达 30.2757
苍山之西，总面积 1860 平方公里，辖 4 镇 5 万平方米，拆除面积 4.9275 万平方米，全
乡 65 个村委会和 1 个社区，有彝、汉、白、 县“两违”
整治工作正稳步推进。
回等 13 个民族，总人口 105069 人。
“两违”整治工作指挥部成立后，对县
近年来，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 城规划区范围内“两违”情况进行了摸底
下，我县紧紧围绕“1234”的发展思路，扎 调查，确定出违法占地建设 942 户，违法违
实推进“三项工程”，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快 规占地面积 175226.03 平方米、建筑面积
速健康发展。继 2015 年被省委省政府授 366524.47 平方米，并聘请测绘工作队，对
予“县域经济发展进位县”之后，2016 年全 涉及“两违”建筑及用地进行实地测绘、标
县经济运行快中求进、趋稳向好，完成生 示。完成了近 1000 户的地勘与测绘取证
产总值 208876 万元，同比增长 11%；城镇 工作，及 500 户农户档案整理归档，并整合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550 元，同比增长 测绘数据，绘制“两违”整治工作作战图，
8.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075 元， 标红对象，实行挂图作战。
同比增长 9.4%。
今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全县“两违”整
县委县政府在决战脱贫攻坚，全力抓 治工作动员大会上，县委政府与指挥部、
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坚持立足县情， 各乡镇层层签订《
“两违”整治目标责任
以人为本，着力从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 书》，依据《责任书》制定查处目标，将县
狠抓人居环境提升和改善，并取得了实实 城重点区域划分为 10 个片区，并制定了
在在的成效。
相应的整治计划，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
精准定位 科学编制工作规划
定基础。
我县按照规划先行的原则，精准定
8 月 2 日，在县城东入口片区，建筑面
位，高标准科学编制各类专项规划。先后 积 1200 平方米的“国浩宾馆”等公路沿线
完成《云南省漾濞县城总体规划（修编） 6 户被依法依规拆除。为有效遏制新增
（2014—2030）》
《县 城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两违”，形成高压态势，
“ 两违”指挥部共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漾濞县城东片 出动执法人员 1000 余人次，车辆 400 余台
区公共服务中心概念性规划》
《大理州漾 （辆）次，组织机械 40 余台（车）次，重拳出
濞县绿地规划（2015—2030）》
《漾濞县城 击、震慑“两违”行为，遏制新增 28 起，查处
市空间特色性规划》
《大理州漾濞县县城 违法违规建筑 5 万多平方米，拆除面积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
《城市民族特色 1.91 万平方米。
形象设计规划》
《漾濞县城水景观规划》
项目驱动 推进人居环境提升
《漾濞县城地下空间规划》
《漾濞县城停车
我县紧紧围绕县城提质扩容工程、县
设施规划》
《漾濞县城市政环卫设施规划》 城建筑民族特色风貌改造、省级园林城市
《漾濞县棚户区改造专项规划》等规划刚 创建、城镇棚户区改造等，统筹规划设计
要和专项规划 40 多个，
《漾濞县海绵城市 建设，整体提升人居环境。
专项规划》等规划和乡（镇）集镇总规修
抓实县城提质扩容。2015 年以来，我
改、控规编制和村庄规划提升工作正有序 县围绕创建“省级生态园林城市”和“国家
开展。
AAAA 级旅游景区”目标，依托自然资源
动真碰硬 重拳整治“两违”
和地理条件优势，深入推进“县城提质扩
认真贯彻落实新一轮城乡人居环境 容工程”实施，提升优化县城人居环境。
提升计划，全面实施城市“四治三改一拆 投资 11.3 亿元，实施了人和广场、雪山河
一增”行动，专门成立领导组和指挥部强 三大桥和双白大桥、苍山东路等 12 条市政

道路、
“ 两污”设施、东区公共服务中心基 濞，建设安居乐业核桃园。按照“人无我
础设施及业务用房、保障性住房、物流仓 有、人有我特、人特我精”的产业发展思
储中心等项目建设；
“一河一江”综合开发 路，依托百万亩核桃种植面积和独特的生
建设项目顺利推进，总投资 10.3 亿元的雪 态、区位、资源优势，以科学技术为支撑，
山河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启动实施、投资 注重长短结合，重点培植“核桃系列产品
1.8 亿元的漾濞江综合开发稳步推进；总 加工业、中药材种植加工业、特色生态旅
投资 3.8 亿元的公共服务业务用房建设项 游业、电子商务服务业”四大产业，走有漾
目快速推进，苍山西路地下综合管廊开工 濞特点的产业发展路子，促进一二三次产
建设。启动实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修缮 业协调发展。巩固核桃产业发展成果，推
等建设项目。
动漾濞核桃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使核桃持
抓实县城建筑民族特色风貌提升改 续成为漾濞群众安居乐业的“致富树”
“和
造。县城建筑民族特色风貌提升建设项 谐树”。
目计划总投资 3.6 亿元，规划提升改造建
以注重全域规划、加快景点建设、提
筑面积 105 万平方米。工程于 2015 年开 升文化内涵为切入点，打造人文漾濞、山
始实施，目前，一期、二期工程已完成投资 水漾濞，建设休闲度假后花园。紧紧围绕
6770 万元，完成提升建设 6.5 万平方米。 “把漾濞打造成休闲度假后花园一个目
2017 年项目三期工程于已全面启动实施， 标，依托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两个资源，
计划投资 5000 万元，改造提升私人住宅和 发挥区位、资源、生态三大优势，弘扬历
商铺 10.5 万平方米。目前以完成改造单 史、民族、抗战和核桃 4 种文化，做好全域
位 43 家，
个体户 135 户。
规划、项目策划、项目招商、项目落实、多
抓实省级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总投 元整合 5 项工作”的旅游发展思路，从旅游
资 3 亿元的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工作扎实推 景点建设、省级园林城市创建入手，稳步
进，新开工绿地面积 70 公顷。漾濞县委政 推进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大
府将省级园林县城创建工作作为改善县 力发展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着力打造县
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塑造县城新形象、 城的“苍漾彝人部落”、漾江的欧洲风情小
提升县城综合竞争力的重大举措，结合全 镇、太平的抗战文化、平坡的白族文化，全
域旅游战略和 AAA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 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用实际行动守护好
作，努力将漾濞打造成“城在林中、房在绿 漾濞的好山好水和良好生态，共建共享美
中、人在景中”的兼具民族风情与地域文 丽环保、幸福休闲家园。
化特色，融自然山水、城市景观、人文历史
以扩大对外开放、发挥平台优势、倡
于一体的精美宜居县城。制定了《漾濞彝 导创业创新为主攻点，打造创新漾濞、活
族自治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实施方案》， 力漾濞，建设生物产业科技园。发挥平台
明确了创园工作的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优势，强化科技研发。实施自主创新。发
实施步骤、组织机构、创园工作时限等。 挥漾濞核桃研究院“全国唯一”的作用，为
确定了飞凤山公园、苍漾公园、皇庄公园、 核桃系列产品加工提供相应技术；同时，
雪山公园、漾濞江公园、主街道二级绿化 鼓励现有核桃加工企业加大投入，推动核
及主要节点建设、县城综合停车场等项目 桃加工科技进步。实施开放创新。加大
前期规划、申报工作、目标任务和具体建 招商引资和对外合作力度，引进商家投资
设内容，目前各个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 办厂，寻求国内相关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
利。目前完成 23 个省级园林单位（小区） 支持，加大对核桃、中药材的加工科技研
申报文本编制汇总工作。
发。通过科技研发创新，将资源优势转化
抓实城镇棚户区改造。2016 年，全县 为经济优势，把核桃、中药材加工成适销
棚改计划投资 4.35 亿元，实施城镇棚户区 对路的产品。倡导创业创新，支持企业发
改 造 2000 户 ，实 际 签 订 棚 改 协 议 2037 展。以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优
户。目前，已完成投资 30973 万元，基本建 势资源为依托，以科学技术为支撑，通过
成 2000 户，面积 30 万平方米。2017 年，全 市场驱动、能人带动、政府推动方式，促进
县计划投资 2.95 亿元，分 4 个片区实施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户区改造 450 户，其中货币化安置 230 户，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实物安置 220 户。切实加强各片区道路、 新漾濞，新征程，如今的漾濞正焕发出前
供排水、电力、通讯、绿化、亮化等配套基 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全县上下正鼓足
础设施建设。目前，已完成测量评估 283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卯足“不到长
户，新建安置房开工建设 206 户。
城非好汉”的劲头，以“只争朝夕、敢为人
理念引导 求新求变创“三园”
先”的胆魄，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朝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向经济快速发展、生态良性循环、社会日
大发展理念为指引，打造和谐漾濞、幸福 臻和谐的目标奋力前行，共筑全面、富裕、
漾濞，建设“精美漾濞、宜居三园”。
和谐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明天！
以核桃产
业发展为纽带，
吸引外界到漾
濞投资兴业、置
业居住，打造和
谐漾濞、幸福漾

（上接第一版）有的农户占据这一黄金地段做起了
漾濞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块绿色宝地，盛产
“农家乐”
生意，每年收入不低于 5 万元。
的核桃、水果、畜产品等本地农副产品高品质、无污
石门关景区正在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目前该 染，但由于消息闭塞，过去打不开市场，更多地只能
景区正式员工中就有 97 人是本地人，其中建档立卡 “关”在老百姓家里，走不出大山，变不成钱。“发展
贫困户 13 户 32 人，同时，以石门关景区为依托，周 电商，是让这些土货走出大山，走向市场的最好渠
边共有 20 多户农户从事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其 道。”在走访供销等部门时，大家都有这样的思路和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 户。预计到 2020 年，该景区可 目标。
创造 1200 多个直接就业岗位，带动 6000 人间接就
2014 年以来，我县依托互联网，全力将电子商
业，让城镇待业青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家门口直 务打造成“漾濞产品”走出去的便捷通道和企业发
接或间接就业，到时将带动更多的群众真正吃上 展、广大群众就业致富的广阔平台。目前，全县从
“旅游饭”，
过上“好日子”！
事电子商务企业近 10 家，20 多家企业、合作社开
漾濞山、水、民俗等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该 设了网站、网店，在淘宝网等国内主流电子商务平
县着力挖掘核桃原生态文化、特色民族文化和自然 台 开 设 各 类 网 站 90 多 家 ，销 售 漾 濞 农 特 单 品 近
风光资源潜力，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积极推进 200 个。2016 年，全县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突破
景点景区建设，努力打造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区，加 2200 万元；2017 年上半年，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达
快特色生态旅游业发展，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分 到 1400 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1000 多万元。
别年均递增 19.67%、14%，旅游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
县供销社主任张漾波说，结合脱贫攻坚，该县
和群众增收新的增长点。
着力做好电商扶贫这一文章，电商扶贫覆盖建档立
电子商务：
土货“出山”
卡贫困户的比重日益增加，
成为他们增收的新兴产业。

本刊地址：漾濞新闻信息中心 投稿信箱：ybb7525776@163.com

实施“三项工程” 实现彝县跨越发展

我县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
本报讯（记者 廖利君 通讯
员 谢菊辉）8 月 14 日至 16 日，县
旅管委召集全县旅游服务从业人
员 170 多人, 以提高从业人员的
业务素质为目的，对他们进行乡
村旅游、文化旅游、服务礼仪、餐
饮摆台、客房服务等方面的培训。
培训会上，大理漾濞苍山石
门关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旅
游会展系主任、
云南省旅游行业指导
委员会委员等旅游管理方面的专
家学者结合漾濞实际，对全县旅
游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会是针对
全县旅游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及

农民工从事旅游工作人员、旅游
景区、景点、宾馆、饭店和农家乐
等旅游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进行
的培训。通过专家学者授课，典
型案例的分析，从转变落后经营
管理理念，规范服务人员礼仪，统
一标准，提高服务水平、档次，学
习、借鉴旅游业发达地区的经验
等方面进行培训。通过培训，使
从业人员学到好的知识和做法，
提升能力水平，树立良好旅游形
象，从而更快地提高全县旅游从
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规范我县旅
游管理工作，不断提升我县旅游
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推
动全县旅游产业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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