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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都”辉煌中谢幕
贵州铜仁万山区，因其朱砂开采与冶炼历史可追

溯至 3000 年前，其汞矿储量和产量都曾位居亚洲前
列，被誉为“中国汞都”“千年丹都”，我国第一个县级行
政特区就设置于此。贵州汞矿产量一度占全国汞产量
的 60%以上。在上世纪 60 年代,万山汞为我国偿还国
外债务发挥了巨大作用,被周恩来总理称为“爱国汞”。

在贵州汞矿，五湖四海的专业人才汇聚于此，又从这
里走出一批批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输送到全国各地。贵
州钢铁厂、瓮福磷矿、务川汞矿、广西平果铝厂、陕西略阳
钢铁厂等均有从贵州汞矿输送的人才。贵州汞矿还是贵
州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摇篮。

提起贵州汞矿，老矿工很是自豪。矿工子弟伍小平
曾听父亲说：“七八十年代，矿上就已经通电、通公路，建
起了3座电影院，矿里经常举行文艺会、篮球比赛，随处可
见解放牌汽车。”当时地方干部的月工资在30元左右，而
汞矿工人的月工资可达百余元。

然而，作为矿工子弟，伍小平并没能感受到父亲那代
汞矿人的辉煌与骄傲。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汞资源
的日趋枯竭，贵州汞矿发展日渐艰难，伍小平成了待业青
年，“听父亲说，当时矿区工资已经发不全，很多人买断了
工龄，外出打工”。当年热闹的矿区就这样衰败下来，日
渐萧条。

2001年贵州汞矿实施政策性关闭，失去了唯一产业
支撑的万山迅速衰败，财政总收入仅仅为320万元，全部
来自农业税。300多万元的财政收入，连水电费都不够。
特区从“特好特富”变成了“特穷特差”：基础设施脆弱、财
力极为薄弱、经济总量微弱；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水平
低、城乡居民收入低；失业人员多、遗留问题多、社会不安
定因素多。

曾经的辉煌骤然谢幕，百姓带着不解和怨言，四散而
去。一座城市熄灭了灯火，人去楼空，只剩下随处可见的
废弃砖瓦、玻璃，散乱着布满青苔的砖石，坑坑洼洼的道
路。谁能知道，万山的未来在哪里？曾经辉煌的景象还
能重现吗？

开启转型脱困新征程
2008 年初，一场罕见的冰雪凝冻灾害降临，停水停

电、交通中断40多天，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原
本就贫困交加的万山更加困苦。

在最困难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着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来万山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并对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给万山人民点燃了希望，也
开启了万山转型发展的大幕。

2009 年 3 月，国务院将万山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
竭型城市，给予特殊政策扶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水利部等部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扶持、政策倾
斜等方式支持万山发展，重点安排实施民生工程，极大促
进当地民生改善。

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万山转型发展作出重
要批示，对铜仁市万山区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实现了脱困
目标，感到十分欣慰。并寄语万山区加快推动转型可持
续发展，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收入水平，为实现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时不我待，万山必须抓住重要的发展机遇，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主动求变。“以前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现

在是有多少事需要办，就去找多少钱”“先干不争论、快干
不议论、干成再结论”的干事作风成为转型新共识，“立说
立行、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干事创业氛围逐渐形成。
作风建设“大力度”催生发展“加速度”，万山从此驶入奋
起直追的快车道。

万山奋力催生着希望的种子，然而产业空白、资金薄
弱、人才缺乏等“硬伤”，导致多少企业好不容易被请来，
看一眼就走了，希望一次次被浇灭，万山干部心痛不已。
硬件不能马上改变，那就改变自己。万山营造良好的投
资环境，提高办事效率，为企业搞好服务，逐渐扭转投资
商对这个“山包包”地区的看法，“欢迎您先来考察”“您觉
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协商解决”，万山干部以一对一

“保姆式”服务打动了企业，不少企业从最开始的“不考
虑”“再看看”，到最后真的留了下来。

从山东寿光引进九丰农业项目的时候，企业方因为
担心地方办事拖沓影响投资开工，向万山提出了支付
1000万元保证金的要求。“合同一旦签订，如果两个月内
达不到投资方开工的条件，1000 万元就当作违约金，九
丰可以一分不退。”企业相当“硬气”的要求引起了一番争
议，但万山区委、区政府却一口答应，顶着压力迎难而
上。“我们有信心，绝不能因为工作效率、服务水平跟不上
造成项目落不了地。项目顺利推进，就没有违约金一说
了。”万山区委书记田玉军说。

万山转型的魄力和决心连企业也没想到，2015 年 4
月底，双方正式签约，5月1日就破土动工，半个月流转土
地2000亩，20天园区完成1万平方米的场平并完成第一
座钢架连体大棚搭建，3个月后第一座大棚就进入种植阶
段，9月中旬，60多个品种的新鲜蔬菜正式出棚。

打造多张闪亮新名片
970公里的地下矿洞、历史厚重的汞工业博物馆、“那

个年代”怀旧风情街、网红风的悬崖泳池、惊险刺激的玻
璃栈道……谁能想到，当年漫山遍野矿渣的萧条之地，如
今成了热门的旅游景区。

2015 年，万山区与江西吉阳实业集团签约，整合打
包原汞矿区遗址、遗产、遗居，进行市场化开发，打造以
矿山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怀旧小镇——朱砂古镇。朱砂
古镇负责人说，当时企业高层开会决定是否来投资，9个
人里有 7 个不同意，“但最终我们还是来了，因为这里有
优越的政策条件、厚重的工业历史、丰富的朱砂文化、独
特的气候景观，地方领导干部思想解放，是个可以做事
的地方”。

朱砂古镇景区开园当天，自驾游汽车从景区一直排
到了高速路口，场面火爆始料未及。这个集特色文化、
休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朱砂古镇，很快成为

“千年丹都”一张崭新的名片。
离朱砂古镇不远，是万山打造的另一张名片：九丰农

业博览园。13.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蔬菜生产、育苗、观光
和成果展示大棚，引入了国内最前沿的繁种技术、管理理
念等，培育种植黄瓜、丝瓜、南瓜等 100 多个优质蔬菜品
种，直接供应大型超市。以九丰农业博览园为龙头，万山
在全区推广“九丰农业+”模式，在每个乡镇（街道）建标准
化蔬菜大棚基地、培育一个蔬菜品牌，万山以每人年薪20
万元从九丰农业公司聘请了 10 名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人
员担任各乡镇（街道）科技副乡长，指导各乡镇开展大棚
蔬菜生产。

通过大棚种植，万山区走活了农业转型这盘棋，彻底
打破了万山群众“手工劳作”的农耕思维，实现了传统农

业“从田到棚”的跨越式发展。如今的万山，“千年丹都”
成为“武陵菜都”，一跃成为黔东市民的“菜篮子”，休闲观
光的“花园”。昔日的工业区，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绿色风，
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除了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万山还搭乘“互联网+”快
车，瞄准了新兴产业。敢想敢干的万山人“无中生有”闯
新路，在全国发出“百万年薪”求贤令，从浙江引进电商龙
头企业高管陆晓文。没有产业链，就自己孵化；没有人
才，就自己培养；没有市场，就拉着业内朋友要订单、找资
源，一步步打开市场。仅 2年的时间，一座电商生态城拔
地而起，电商销售额达到4亿多元。

此外，万山还发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引进投资 20 亿
元、年产15万辆的万仁新能源汽车项目。2017年7月31
日，万仁新能源汽车集团首辆汽车下线，标志着铜仁新能
源装备制造业发展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也是万山绿色转
型发展的新突破。谈起新能源产业，田玉军充满期待：

“新能源汽车有1∶10的带动力，全部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100亿元，带动100多家上下游企业发展，产生1000亿元
产值。到那时，万山将迎来历史性改变，转型就真正成功
了。”

民众返乡喜迎新生活
淅淅沥沥的小雨中，调研组一行来到了万山区青年

湖村一户农家。农户家的两层小楼宽敞气派，院子里种
的各种蔬菜翠色欲滴，周边环境清幽静谧。

农家主人杨姐正麻利地招呼远道而来的客人。“土
鸡是我们自己养的，菜也是我们自己种的。”杨姐笑盈
盈地说。平时，杨姐家一批能招待 10 桌客人，每天能
有三四百元收入，客人多的时候每天收入能达到 2000
多元。

距离杨姐家 5 分钟车程，就是九丰农业博览园，8 分
钟车程就能到朱砂古镇，杨姐家所在的万山区青年湖村
黄家寨还紧挨着滨河公园，可供游玩。“自从这里搞起旅
游，游客多起来了。好多村民开起了农家乐，不用出去
打工。我们是 2015 年开的农家乐，生意还不错。”杨
姐说。

背靠青山绿水的青年湖村里，杨姐过上了有滋有味
的日子；而在穷困的石阡县大沙坝乡，钱晓琦全家在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的帮扶下，一脚从大山迈入了城市。“我们
一家五口原来就挤在一间木屋里，村里到镇上要走1个多
小时。”钱晓琦说，如今在城区生活，舒适便捷多了。

近年来，万山区实施了区外 4.5 万人、区内 1 万人易
地扶贫搬迁工程。钱晓琦全家因此住进万山区旺家花园
扶贫安置点，这里位于城区繁华地段，周围配套了医院和
学校。钱晓琦还在当地政府安排下，到锦绣刺绣坊免费
学习刺绣。“现在我有了技能，可以自力更生了，这种感觉
特别好。”钱晓琦说。

伴随着万山转型发展，产业在这里聚拢并产生辐射
效应，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杨姐、钱晓琦
一样的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由此开启了崭新的生活。他
们在家门口开起了农家乐、小超市、杂货铺、礼品店；他
们在企业里干起了保安、保洁员、导游、售票员；他们在
蔬菜基地学习新技术，甚至自己种植大棚蔬菜，成了新
型职业农民；他们利用政府提供的培训平台学起了刺
绣、缝纫、裁剪等技术，成为工厂里的产业工人。他们摆
脱了背井离乡漂游不定的打工生活，回到家乡照顾年迈
的父母，陪伴年幼的孩童，建设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脸
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眼里燃烧着希望。

归来再看万山红遍，新思想催人奋进，新产业蓄势待
发，新面貌鼓舞人心。

“ 千 年 丹 都 ”再 崛 起
——贵州铜仁万山区资源枯竭城区绿色转型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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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黔交界、武陵山脉深处的贵州

省铜仁市万山区，曾是中国最大的汞

工业基地。作为“汞都”，万山为新中

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资源

枯竭后，当地因经济支柱轰然倒塌而

陷入困境，艰难地寻求转型再崛起。

调研组在采访中看到，如今的万

山早已摘掉“汞都”的旧头衔，亮出一

张张新名片：休闲怀旧的朱砂古镇让

“千年丹都”重焕生机，连片的大棚蔬

菜成就万山“武陵菜都”的美名，电子

商务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正在

崛起……归来再看万山红遍，这座城

市正在转型中迎来新的辉煌。

对于万山来说，转型路可谓

艰难。曾几何时，企业家在招商

引资中踏足万山，见到这片百废

待兴的土地，大都望“废”生畏。

如今，许多有识之士不但扎根万

山，还牵线、吸引来了更多合作伙

伴。资源在万山聚集，士气在万

山提振，发展在万山升温，归根到

底，是党员领导干部敢于担当

使然。

有担当，就是要不惧艰难，不

畏险阻，不怕接烫手的山芋，不怕

挑最重的担子，不怕啃最硬的骨

头。随着资源的枯竭，万山曾一

度在失去支柱产业后深陷困境，

生存和发展举步维艰。但万山的

干部没有退缩，全区上下凝聚力

量，增强信心，真抓实干，终于扛

起了万山的发展大旗，担起了带

领百姓脱贫致富的重任，点燃了

万山转型崛起的希望。

有担当，就是要勇于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敢想敢干，主动求

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是大多

数地方的真实现状，而万山偏偏

要突破限制，“有多少事要办，就

去找多少钱”。如此，倒逼着万山

在转型中一次次突破自我：为留

住企业敢与投资方签下军令状，财政困难依旧要发出

百万年薪的求贤令，不惧零基础而“无中生有”培育出

新兴产业……踌躇满志闯新路，催生了万山发展的加

速度。

有担当，就是关键时刻保持定力，不怕艰苦付出，

不计个人得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引进民企投资朱砂古镇时，在与九丰农业签约前支

付保证金时，在电商生态城入驻企业未达满额要求时，

都有质疑的声音，考验万山转型发展的魄力和决心。

但是万山的领导干部顶住压力、揽下风险、力排众议、

坚持将转型进行到底。如今回望，当初备受质疑的引

进项目大多发展成了万山的骨干型企业。正是当初的

担当，成就了万山今日的转型。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为什么选择万山？”

来万山投资的企业家们给出的答案惊人地相似：“我感

觉万山的干部是要真正干事情的。”

有
担
当
才
能
干
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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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旺家花园安置区，一栋栋崭
新的安置房整洁漂亮。社区“微工厂”里一片繁忙景
象，很多小区居民在这里就业。

“今年年初，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安置房，终于有
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在旺家花园“微工厂”巾帼锦绣
坊里，刺绣女工范依娜一边刺绣，一边开心地向记者介
绍。走出了道路不通四面环山的村寨，离开了几家人
合住的木质堂屋，范依娜感慨地说，是扶贫好政策让她
过上了好生活。

范依娜是通过小区协管员介绍，来到巾帼锦绣坊
务工的。以前她家没有稳定收入来源，丈夫患病无法
外出工作，全靠她外出打工贴补家用，孩子则需要亲戚
帮忙照顾。搬迁后，她接受免费技能培训，在家门口有
了稳定的工作，一家人终于团聚。范依娜说：“现在每
天下班，就能看到爱人、孩子，感觉很幸福。”

铜仁市景航服装有限公司也是旺家花园安置区引
进的企业，纺织车间内，几十名女工正在缝纫机前工
作。“我年纪大了，不好找工作。现在好了，在家门口的
工厂就能上班，每个月有 2000元左右的收入，还能照
顾家庭。”50岁出头的纺织工宋应群说。

景航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安置区
“微工厂”上班的绝大多数搬迁群众需接送学生、照顾
老人的实际，公司每天下午在放学时段专门“调休”1
小时，用于上班工人接孩子和回家照看老人。此外，公
司还专门腾出一间房屋开设了“业余课堂”，作为孩子
们的学习活动场所。

为了让易地搬迁群众“搬得来、稳得住、能增收”，万
山区通过“政企联动”把“扶贫微工厂”建在安置区。通
过引进服装、鞋业、刺绣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中老
年、残疾人、看家妇女等学历低、无技能的“半劳力”“弱
劳力”搬迁群众就业，让搬迁群众实现上楼看家带小孩
和下楼务工抓收入两不误。据了解，旺家花园已安置
1.8万余名搬迁群众，其中5000余人在本地就业，1100
余人在万山区的服务业领域就业。

家门口有了“微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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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万山区旺家花园“微工厂”巾帼锦绣坊里，搬

迁户正在学习刺绣。

上图 贵州铜仁万山区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引进年产15万

辆汽车的万仁新能源汽车项目。图为万仁新能源汽车集团的生产线。

下图 万

山曾被誉为

“中国汞都”，

图为当年万

山贵州汞矿

使用过的机

床设备。

铜仁万山区大力发展旅游业，打造了以矿山文化为

特色的休闲怀旧小镇——朱砂古镇。

铜仁万山区建成九丰农业博览园，大力推广大棚蔬菜

种植技术，助力当地农业转型。图为该农业博览园培育种

植的“巨无霸”大南瓜。

铜仁万山区打造的彩虹海主题公园，成为市民和游

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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