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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平果廣西平果
「「中國鋁都中國鋁都」」 的崛起之路的崛起之路

四小城四小城幸福平果的四張幸福平果的四張 「「面孔面孔」」

土地革命時期，這裡曾是紅七軍故地，在鄧小平等
帶領下，演繹過一段紅色傳奇；上世紀80年代，也因
為鄧小平一錘定音的一句 「廣西平果鋁要搞！」 緊緊依
靠自身資源優勢，逐漸發展成聲聞世界的 「中國鋁
都」 ；而今，依靠 「銀色資源」 富起來的廣西平果正在
積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探求一條更為科學、更加
穩健的通往小康社會的崛起之路。

本報記者 陳昕遙 陶傑 韋秀山

一代偉人的 「平果情結」
鄧小平的紅色革命生涯與廣西的右江地區有極深的淵源。從1929

年10 月中旬至1930 年11 月初，他與張雲逸、韋拔群、李明瑞等發動領
導了百色起義，建立了紅七軍和工農民主政權，創建了右江革命根據
地。這期間，他曾5次途經或進駐平果，從此，與平果這片土地結下了
深厚的情緣。

時間轉眼過了半個多世紀，一個機緣再次把鄧小平和平果的發展牽
連了起來。上世紀70年代，地質專家就已經探明，在廣西百色蘊藏儲
量達8億多噸，佔全國總儲量的1/3以上的鋁土礦，其中，僅平果縣境內
就高達2億噸，然而，由於技術、資金等多種原因，平果鋁的開發被暫
時擱置了起來。1986年，開發情況的案子被遞到了鄧小平的面前。 「廣
西平果鋁要搞！」幾乎是在聽完匯報的同時，鄧小平以其一貫果敢的作
風一錘定音，從此，平果鋁的開發頻頻吸引國家領導人的關注。

1986年11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視察平果，並為平果鋁選定廠
址；1990年11月下旬，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到廣西視察，當得知
平果鋁準備多年還未開工時，他馬上指示， 「平果鋁已經籌備了 10 多
年，要趕快上馬！」1990年底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田紀雲、鄒
家華分別簽字批准平果鋁一期工程開工報告；此後，朱鎔基、吳邦國等
領導人也對平果鋁十分關注支持。一個企業受到這麼多中國領導人的關
注，在廣西是第一次，在中國也相當少見。

1991 年 5 月 7 日，國家 「八五」重點項目，總投資 44.38 億元人民
幣，年生產10萬噸電解鋁、30萬噸氧化鋁的平果鋁一期工程開工典禮的
炮聲終於炸響，自此，在壯鄉的紅土地拉開了開創銀色工業傳奇的序
幕。

不斷突破的平果鋁業
起步於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鋁工業，長期落後於西方鋁工業強國。

從平果鋁一期工程投產開始，平果的鋁產業不但肩負起了中國追趕世界
鋁工業先進水平的希望，而且一直作為平果縣傳統的資源產業，支撐
平果的發展， 「借鋁興平」也因此成為平果經濟發展戰略的基礎。

平果鋁從工程設計開始就瞄準了世界鋁工業先進水平。其主要生產
技術和設備分別從法國、德國、瑞典、丹麥、美國、荷蘭、日本7個工
業發達國家引進，可謂集世界鋁工業先進技術裝備之大成。歷史記錄下
了平果鋁產業一個又一個突破性的進展：越來越快的發展腳步：1995
年，平果鋁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產。2003年6月，平果氧化鋁二期工程
即年產40萬噸生產線竣工投產。隨一系列重大技改項目的成功實施和
氧化鋁二期工程的建成投產，至2003年底，中鋁廣西分公司的生產能力
達到年產鋁土礦190萬噸、氧化鋁85萬噸、電解鋁13.5萬噸；建成投產
至 2010 年底，平果鋁已累計生產氧化鋁 1256.40 萬噸、電解鋁 189.70 萬
噸，創造了507.38億元工業產值，繳納稅費75.33億元，成為廣西千億元
鋁產業的龍頭。

今天的平果鋁，不僅擁有中國一流的氧化鋁和電解鋁生產技術，而
且創出了標準，促進了發展，一躍成為中國南方最大的氧化鋁生產基
地，成為國內乃至國際的鋁業翹楚。在平果鋁的牽引帶動下，1997年，
平果縣甩掉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並於2005年成為廣西第一個財政收

入突破10億元大關的縣份，並躋身中國西部百強縣行列。2003年至2005
年連續三年被評為廣西經濟發展十佳縣，2001年至2009年連續九屆入圍
中國西部百強縣。2009 年首次入選 「全國最具區域帶動力中小城市百
強」。

探索鋁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之路
隨發展的推進，單一資源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弊端漸漸顯露，平果

縣開始意識到，地方經濟的發展不能僅僅 「拚資源」，在吸取國內其他
出現資源枯竭型城市發展教訓的基礎上，實施 「借鋁興平」轉向 「借鋁
旺平」的發展戰略，探索鋁產業科學發展的未來之路成為了平果人的共
識。

「十二五」開局以來，平果縣在繼續做強做優傳統鋁工業，很好地
協助加快推進中鋁廣西分公司結構調整項目的同時，也加大力度優化工
業結構，進一步壯大平果工業園區經濟規模，發展鋁配套產業以及非鋁
產業。

如今，平果縣大力發展鋁上游配套產業和鋁下游深加工項目，逐步
發展成為以中國鋁業廣西分公司為龍頭，平果工業園為載體，集有色金
屬冶煉及加工、化工、門業、棕剛玉、建材、製糖為一體的新興工業
城。

利用國家發改委
批覆同意設立廣西百
色生態型鋁產業示範
基地的重要機遇，平
果致力於建設生態型

鋁產業的努力也在不斷推進。赤泥選鐵、氧化鋁擴產、電解鋁二期就是
平果鋁調結構、轉方式，建設生態型鋁工業的三大項目。3個項目總投資
約41.7億元，其中用於環保方面的投資就達2.8億元。三大項目的建設，
將有效解決百色鋁產業鏈畸形問題。而自2005年起，平果採空礦區的復
墾工作也大面積地開展，復墾率達到92.55%，復地率達到86.78%，每年
復墾面積在 1000 畝左右，已累計復墾 5000 多畝，轉交給農民 1800 畝。
平果人 「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的發展構想正在逐步實現。

舉世矚目的中共 「十八大」已經吹響了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加
速號角。 「十八大」之後的五年，也將是平果經濟社會加快發展、調整
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加快產業轉型最關鍵的時期。以 「十八大」
精神為指導，理清思路，明確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聚精會
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努力促進全縣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將成
為主調，以下各項工作將成為未來平果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看點：

第一，繼續依託資源優勢，做大做強鋁產業，強勁拉動平果經濟快
速發展。重點是服務好中鋁廣西分公司結構調整項目，盡快形成年產
250萬噸氧化鋁、53萬噸電解鋁、22萬噸鐵精礦的生產規模；全力推進
電解鋁三期技改項目，到 「十二五」期末形成年產300萬噸氧化鋁、80
萬噸電解鋁，年產值達 200 億元以上生產規模；積極引進鋁深加工項
目，進一步拓展鋁深加工領域，提高工業企業的科技含量和產品附加
值；力爭到 「十二五」期末全縣鋁加工能力達100萬噸、產值200億元
以上，到2015年工業總產值比2010年翻兩番，達到500億元以上。

第二，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大力培植發展非鋁工業，為產業轉型，
實現可持續發展打基礎。大力發展門業產業，鼓勵廣邑、雙迎、至鑫等
門業項目擴大再生產，力爭再引進多家門業企業，到 「十二五」末，各
類門年產能達1000萬樘以上，進一步延伸產業鏈，形成產業集群，組建
門業集團，打造東盟門業製造基地；大力扶持發展新興產業，加快推進
金麥克生物科技園等項目建設，加快培育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
業群體；大力發展農林產品加工業，加快發展蔗糖、酒精、繅絲、食品
加工等產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引進一批農業龍頭企業，帶動平果農
業產業化發展，促進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變。

第三，切實加強 「三農」 工作，力打造 「特色農業品牌」 ，做到

「一鄉一色，一村一品」 ，重點發展四塘萬畝葡萄生產基地，坡造現代
觀光農業；大力發展大石山區火龍果等名、特、優特色種植；力推進
太平萬畝蔬菜生產基地建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扶貧開
發力度，以農村未解決溫飽和低收入貧困人口為對象，做好農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和扶貧開發政策的有效銜接，確保貧困人口應保盡保、應扶
盡扶；堅持以產業扶貧為重點，依託龍頭企業，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
織，促進農民增收；加大小額信貸資金扶持力度，增強貧困地區發展能
力；實施教育扶貧戰略，幫助貧困家庭學生解決就業問題。

第四，圍繞 「生態宜居園林城市」 建設，打造平果 「城市品牌」 ，
加快新型城鎮化發展。切實加強城市發展規劃，做好那勞、莫魯、雷
感、馱灣、達嶺、排往、那馬等7個片區的土地儲備、城市規劃和開發
利用；全面完成城中村規劃和改造；加大城市開發力度，爭取用三年時
間將城區面積從目前的21平方公里擴大到30平方公里。加強城市基礎
設施建設，重點推進那勞大橋及路網、含笑大橋及路網建設；加快推進
那馬大道、金山路、龍江路北段等13條道路建設；完成小街小巷硬化；
實施城區 「大種樹、種大樹」工程；不斷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第五，力打造 「旅遊品牌」 、 「體育品牌」 、 「民族文化品
牌」 、 「教育品牌」 ，培育發展第三產業，重深化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強人民生活的幸福感，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力解決好人民最
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牢固樹立富民優先的鮮明導向，力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增強人民生活的幸福感。

▼氧化鋁三期建成後主生產線全貌▼氧化鋁三期建成後主生產線全貌

▼鄧公泉會師▼鄧公泉會師—— 「「三層崗．鄧小平足跡之旅三層崗．鄧小平足跡之旅」」 景區景區

▲門業生產熱火朝天▲門業生產熱火朝天

▼平果縣以▼平果縣以 「「工業反哺農業工業反哺農業」」 ，打造出，打造出 「「一鄉一業、一村一品一鄉一業、一村一品」」 的農業的農業
新格局，促農增收成效顯著。圖為果化鎮新格局，促農增收成效顯著。圖為果化鎮 「「十里火龍果長廊十里火龍果長廊」」 碩果纍纍碩果纍纍

平果縣第三產業蓬勃發展。圖為高雅別墅區平果縣第三產業蓬勃發展。圖為高雅別墅區 「「廣西平果碧桂園廣西平果碧桂園」」

▼平果縣文化公園▼平果縣文化公園

▲中國籃壇勁旅聚集平果▲中國籃壇勁旅聚集平果

▲平果縣注重打造體育品牌，體育產業不斷壯大。圖為國際網聯女子巡▲平果縣注重打造體育品牌，體育產業不斷壯大。圖為國際網聯女子巡
迴賽在平果舉辦迴賽在平果舉辦

▲平果縣力提高群眾素質，一季度舉辦一台交響音樂會。圖為永▲平果縣力提高群眾素質，一季度舉辦一台交響音樂會。圖為永
恆的記憶平果恆的記憶平果20122012春之聲音樂會春之聲音樂會

▼由央視著名主持人畢福劍帶隊的央視▼由央視著名主持人畢福劍帶隊的央視 「「五一七天樂五一七天樂」」 欄目組到平果攝製節目欄目組到平果攝製節目

平果平果經濟社會發展熱點展望經濟社會發展熱點展望

時代在變，因鋁旺起來的平果的區位條件和發展環境也在變，如今的平
果已經漸漸發展為桂西次中心城市、國家重要鋁工業基地、地區性物資流通
中心和現代化森林山水生態城市。連續蟬聯廣西 「第一財政大縣」的平果正
在積極打造以教育小城、體育小城、文化小城、旅遊商貿小城為內容的 「四
小城」，大力發展非鋁產業，描繪幸福平果更加多彩的面孔。

群雄競技，平果漸成國際體育舞台
在眼球經濟的時代，什麼樣的人物具有一呼百應的號召力？答案當然是

擁有超常天資稟賦又具備酷炫個人風格的各類球星。在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正
從基本解決溫飽到全面實現小康轉變的當下，圍繞各類球星、賽事發展起來
的休閒體育產業就算在國內的一線城市也算是一項 「朝陽產業」。而平果，
這個桂西南新興小城也正大膽地挖掘着體育產業的 「黃金潛力」，吸引越
來越多的國際眼光。

近年來，該縣累計投入體育基礎設施建設資金1億多元，對縣城區及各
鄉鎮、村體育基礎設施進行新建、擴建或整合改造。規劃佔地400畝，計劃
總投資5.5億元的平果縣體育城已經初具雛形。建築面積1.08萬平方米、具
備舉辦國際賽事水準的體育館，已成為廣西縣級最大的體育館；包含一座容
納1932人的國際標準網球場在內，擁有共有19片比賽、訓練場地的網球運
動中心；能容納1500人的籃球訓練館；總投資500多萬元的4個符合國際級
比賽標準的五人制足球場……這些在短短的幾年間建設起來的 「國際級」場
館設施，為平果承辦國際國內重大賽事打下了良好基礎。

2006年以來，平果已經成功舉辦了CBA季前賽、中國─東盟男子籃球
邀請賽、國際網聯男子、女子巡迴賽、全運會女子籃球預賽廣西平果賽區比
賽、廣西青少年網球錦標賽等國內外重大體育賽事500多場次，每個月都有
國際賽事，每年有兩個重大賽事的賽事密度讓平果絕對有理由成為中國對體
育賽事最具吸引力的縣級城市之一。

百年樹人，書香平果培育八方才俊
教育是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的行業，隨中國高等教育

改革的深入，教育產業化已經熱門的經濟現象。在探索高等教育產業化的道
路上，平果近年的規劃和舉動無疑值得關注。

根據規劃， 「十二五」的平果，高等高職教育事業將掀起新一輪的建設
高潮。目前平果已成功引進廣西工程職業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平果教育園區
等 6 所高等院校， 「十一五」期末大學城在校學生達 9000 多人。2012 年 3
月，平果縣正式與北京師範大學簽訂合作辦學框架協議，在大學城區建設佔
地2000畝的北師大平果教育園區；廣西交通工程職業學院、廣西培賢國際
職業學院已獲得自治區同意籌設公示。 「十二五」期間，平果將爭取再引進
一所醫學院和一所體育學院。大學城6所院校建成招生後，在校生規模將達
6萬人以上。大學城的建設，將在提升平果城市品味的同時拉動社會消費。

蜚聲國際，平果嘹歌傳播壯鄉魅力
平果是工業重鎮，平果也是民風濃郁的多彩壯鄉。近年來，以打造 「平

果嘹歌」品牌為核心，平果加快了謀求西部文化強縣的步伐。
嘹歌是在以平果為中心的右江中上游及紅水河流域的壯族山鄉中流行的

一種歌體。在千百年的傳唱過程中，擅以山歌寄情的壯族先民將其發展成一
種寄託情思、抒發情感的美妙的民族音樂形式。2004年，平果嘹歌被列入廣
西首批民族民間文化保護項目，成為新世紀以來崛起的又一知名文化品牌。
該縣精心打造的平果嘹歌組合和哈嘹樂隊等嘹歌演唱隊，4次走進中央電視
台演播大廳現場錄製 「民歌中國」等音樂節目，3次參加全國性民歌大賽，2
次參加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式、閉幕式，受到國內外音樂界矚目。不僅
如此，2007 年，在悉尼歌劇院的一場名為《友誼的使者─中國民歌演唱
會》中，5位俊朗的壯族小伙子更把平果 「嘹歌」送上了這個世界著名的大
雅之堂，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目前，打造平果嘹歌品牌已成為平果
開拓旅遊市場、發展旅遊業的必然選擇，是平果縣制定未來整體文化戰略的
核心部分，平果將通過力推歌圩音樂節、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研討會等文化活
動的形式，力推動這項本土獨有的文化事業向文化產業方向發展。

山河多嬌，美麗平果誠邀天下遊客
平果縣境內山清水秀、人文風情獨俱特色。絢麗的民族風情、深厚的紅

色革命歷史資源、現代的工業文化，形成了平果旅遊特有的魅力。
「十二五」期間，平果將 「借紅推綠」，重點打造以 「平果三層崗鄧小平足

跡之旅」為代表的 「紅色之旅」，以環蘆仙湖綠色健康頻道為代表 「綠色之
旅」和以瀨江河生態漂流為代表的 「激情之旅」。深入挖掘鷓鴣坳戰場遺
址、山心滇軍伏擊戰戰場遺址等以紅色資源為主題的文化旅遊，培育壯大新
安農家樂、馱灣千畝荷花基地、四塘葡萄採摘園、坡造荷蓮觀賞園、賴江河
漂流等以鄉村農家樂為載體的鄉村旅遊，重點打造國家4A級敢沫岩通天河
旅遊景區等以自然景觀為主體的生態體驗旅遊，全力培育一山一公園、森林
美食街等以城市特色為主線的休閒觀光旅遊，培植發展參觀工業博物館、工
業企業生產等以鋁產業、門產業為主導的工業旅遊，以打造精品旅遊項目為
突破，大力發展旅遊休閒產業。

▲平果縣教育園區已成功引進六所大學。圖為廣西幼兒師範高等專科
學校平果校區

▲遊客在鴛鴦灘漂流景區漂流▲遊客在鴛鴦灘漂流景區漂流

▲坡造鎮荷花觀光基地▲坡造鎮荷花觀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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