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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6 月 14 日电(记者何玲玲、
方问禹、魏一骏)山是“江浙之巅”，海拔千米
以上山峰超过 3500 座；水是“六江之源”，瓯
江、钱塘江、飞云江、椒江、闽江、赛江四向奔
流。

1 . 73 万平方公里的浙江省丽水市，是
华东地区“生态屏障”，也曾是浙江省内“后发
地区”。多年来，丽水沿着绿色发展道路坚定
前行，如今迎来“振兴风口”，展开了生态文明
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生动实
践。

各美其美的乡村田园牧歌

2015 年 10 月，丽水龙泉市宝溪乡溪头
村封停了 16 年的古龙窑，又重新燃起了火
苗。

窑主金朝军说，如今家乡是“国家级美丽
宜居示范村”，景美人和、游客如织，他家六兄
妹就从上海、云南等地返乡，复烧“金品古龙
窑”、传承祖辈青瓷技艺，2017 年销售收入超
过 260 万元。

走遍千山万水、异地技术立身的“云和师
傅”也有回乡创业的势头。云和县崇头镇陈坞
村党支部书记石余凤，从事食用菌生产、贸易
已有 10 多个年头，她组织村民成立兴农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建立食用菌标准基地示范引
领，带动近 200 多户农户增收致富。

松阳全国绿茶集散市场、景宁高山生态
产业、龙泉“青瓷小镇”、遂昌“生态工业”……
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发展互促共进，丽水乡
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情景令人振奋。

乡村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增强。丽水多个县镇村出现了
人口流向的拐点：松阳县 2017 年常住人口

比 2015 年多了 5000 多人，云和县石塘镇长
汀村的人口留村率从不足 2 0 % 提高至
70%。

2017 年，丽水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18072 元、同比增长 9 . 8%，增速连续 9 年领
跑浙江。此外，丽水“五水共治”满意度、群众
安全感满意率连续 4 年浙江全省第一，食品
安全满意度连续 9 年第一，生态环境质量公
众满意度连续 10 年第一。

对生态的坚守始终不打折扣

今年 5 月，素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百
山祖冷杉，在丽水自然萌发出 430 余株幼苗，
突破了成活率纪录，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见证了丽水生态立市的
显著成效。

用最顶格的生态标准、最严格的生态管
理、最科学的生态补偿来引领绿色发展……
丽水市委书记张兵说，生态是丽水的核心竞
争力，多年来丽水对生态的坚守始终不打折
扣。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比例从 26 . 6% 提高到 31 . 9%；实施产业园
区以外基本无工业、园区之内基本无非生态
工业；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督查长效机
制，否决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项目 53 个；
2017 年环境执法行政处罚案件 770 件、增长
102 . 6%。

生态文明建设“组合拳”，带来了丽水生
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14 年浙江全省第一，县
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跨行政区域河流
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空气质量
在全国 74个排名城市中列第 8 位，市区空气
质量指数(AQI)优良率达 93 . 2%，PM2 . 5 平

均浓度 33 微克/立方米。
“随时到我们村看，地上干净得连一颗烟

蒂也难找到。”遂昌县西畈乡举淤口村党支部
书记杨昌兴自豪地说，认准绿水青山是个“金
饭碗”，如今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是村民的自觉
行动。

“一盘棋”撬动全面振兴

正厅的青石地面铺得严丝合缝，新修的
窗棂与原有的构件浑然一体，翻新了瓦片的
屋檐下，雕有精美花纹的撑栱历久弥新……
81 岁的松阳县三都乡酉田村村民徐连云，住
了一辈子的老屋修缮一新。

一场“老屋拯救行动”正在丽水松阳县展
开。古村老屋嬗变的背后，是协同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一盘棋”整体
思路。

浙江省 2013 年开始不再考核丽水各区
县 GDP 和工业总产值两项指标。在新发展
理念指引下，丽水整体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脱
贫攻坚、农民增收致富工作，助力乡村展现新
面貌、“秀外慧中”，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

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
丽水实施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搬迁扶

贫、合力扶贫等 4 大类共 18 种精准扶贫模
式，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减支。比如“资金互
助会”模式，以财政扶贫资金注资、村内农户
资金自愿入股组成资金互助会，为成员发展
生产提供资金互助服务。截至 2017 年底，丽
水全市共组建 408个村级资金互助会，入会
农户 2 . 8 万户，每年借款总额超过 7000 万
元。

“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电商化”同步
的富民道路成效凸显。丽水市委市政府委托
国内顶级品牌规划团队、浙江大学 CARD中
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设计创造“丽水山耕”公
用品牌。2017 年，“丽水山耕”合作农业主体
695 家，新增品牌合作基地 1122 家，生态农
产品销售额达 41 . 8 亿元，品牌估值超过 26
亿元。

张兵说，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指引下，丽水奏响新时代乡村牧歌、打造世
界级诗画田园、复兴升级版农耕文明，不断拓
宽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
撬动了后发地区全面振兴的新局面。

青山藏有好风景，丽水写出美文章
浙江丽水绿色发展观察

▲空中俯瞰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云和湖旅游景区（5 月 31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浙江丽水市多年来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坚定不

移保护绿水青山这个“金饭碗”，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

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环境质量、发展

进程指数、农民收入增幅多年位居全省第一，实现了生

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的讲话

新华社长春 6 月 14 日电(记者张
建、高楠)东有虎豹山林长啸，中有梅
花鹿平原竞逐，西有白鹤翩翩起舞美
景……作为生态资源大省的吉林近年
来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大手
笔推动东中西三大板块协调联动发展
和黑土地保护、天然林保护、河湖连通
等工程，努力让生态“绿色”成为发展
“底色”。

虎啸山林白鹤光顾成常态

今年 5 月初，吉林珲春东北虎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13 只山羊被咬
死。根据羊尸体颈部咬痕判断“肇事”
动物为野生东北豹。

东北豹属金钱豹东北亚种，是目
前世界上最为濒危的大型猫科动物亚
种之一，其野生数量只有 50只左右，
大部分生活在中俄边境地带。

近年来，吉林持续推动天然林保
护和禁猎等工作，东部的珲春、汪清等
地虎豹频繁出没。同时，有着“水中大
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也成为吉林
多地的常客。北京师范大学与吉林省
2005 年至 2015 年联合监测数据显
示，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由 1998 年的
4至 6只和 3至 5只分别增加到 2015
年的 27只和 42只以上。

除了野生东北虎、豹保护取得重要
进展外，吉林中东部东北红豆杉、野山
参等珍稀植物也有所增加，野生原麝、
梅花鹿、马鹿等濒危物种种群数量得到
较大增长。在吉林西部，莫莫格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停歇的白鹤数量近年来创
新高，最多时占该物种世界种群的 90%
以上，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最濒危
物种白鹤跨国迁徙的最重要停歇地。

三区联动协调推进

拥有独特生态资源优势的吉林，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早
已成为行动自觉。持续深入推进的东
部绿色转型发展区、中部创新转型核
心区、西部生态经济区“三大板块”和
主体功能区建设，让吉林感受到践行
绿色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吉林中部地区是世界三大“黄金
玉米带”之一。吉林省林业厅厅长霍岩
介绍，吉林近年来在中西部稳步推进
农防林更新改造和退化林修复工作，完成农防林更新改造 14
万亩，为黑土地保护治理、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吉林有关部门还指导农民通过实施秸秆翻压
还田、增施有机肥、米豆轮作等技术，不仅大幅减少了化肥使
用，降低种植成本，还保护了耕地，提高了产量。

在吉林东部，为落实国家停伐政策，保护好长白山林木资
源和生物多样性，大量“砍树人”放下手中的油锯变身“看树
人”，做起了绿色转型的生态大文章。吉林省八家子林业局职
工石军民曾是一名防火瞭望员，停伐后，石军民到旅游公司任
职。如今，旅游公司与国内几十家旅行社开展合作，游客纷至
沓来。“森林旅游是林业转型的好出路，将来会吸引更多的林
业职工集资入股，让职工腰包都鼓起来。”石军民说。

在吉林西部，通过开展“河湖连通”“引嫩入莫”等重点湿
地补水工程对向海、莫莫格、波罗湖、哈泥等重要湿地实施生
态补水，使退化湿地得到恢复，吸引了大批白鹤前来停歇。

上下同心打赢攻坚战

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吉林的“家底”，也是“责任”，全省上
下同心，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探索用制度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建立相关机制推动制
度和任务落实，带动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吉林一大
特色。今年 7 月 1 日起，我国首部黑土地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将正式实施，为黑土地能永续利用
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条例规定每年 6 月 25 日为吉林省黑
土地保护日，努力让各级政府和全民参与黑土地保护，促进黑
土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

与此同时，为治理好松花江和东辽河一些污染较重的支
流和城市黑臭水体等，吉林正在研究制定一批专项水污染防
治条例，并通过建立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和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让执法者有法可依，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

在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的同时，吉林还组建了辽河流域
水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推进组，并通过明察暗访、督察督办等形
式持续传导污染防治攻坚战压力，推动制度落地生根。

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记者董峻)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14 日继续曝光各地督察整改中的问题。督察发现，河北省
石家庄市、定州市大沙河河段堆放大量垃圾，河长制有关要求
基本没有落实。

通报指出，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于 6 月 12 日赴大沙河石
家庄市新乐段、大沙河定州段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在大
沙河定州段的河堤上堆满了生活垃圾、工业废渣、边角料、医
疗废物等多种固体废物，形成了一个长约 3 公里的“垃圾带”。
从宽度上看，垃圾一直从河堤延伸至河床上，斜坡高度达到
10 米左右。督察人员还发现，污水沿河堤流入河道，在河道内
积累成黑色、绿色的污水坑。整个河段充斥着工业废料的刺激
性气味和生活垃圾的恶臭味。此外，在大沙河石家庄市新乐
段，督察人员也发现河道沙坑中堆存大量固体废物，大多为废
弃边角料、生活垃圾、工业废渣等。

河北省是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试点省份。2016 年 5 月，
督察组向河北省反馈督察意见时明确指出，部分河流水库水
质恶化明显等问题。对此，河北省督察整改方案中提出全面推
行流域治理河长制。河北省全面建立河长制工作考核验收评
分细则明确要求，市、县、乡要制定巡查方案，巡查河道，并及
时处理巡查发现的问题。督察人员分析认为，当地河长制考核
不严。如评分细则要求如果存在县乡级未巡查河道等情况要
扣分。但大沙河石家庄市新乐段等在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
仍然能在“河道巡查情况”中得到满分。同时，大沙河定州段的
固体废物绝非短期内形成的，迟迟得不到解决，也是地方对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不力造成的。

针对上述问题，督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深入调
查，分析原因，做到见事见人见责任，对河长制形同虚设问题
将依法严肃处理。

环保督察“回头看”曝光河北：

河堤形成“垃圾带”

河长制“形同虚设”

新华社重庆 6 月 14 日电(记者周凯)耗
资 20 多亿元，将长江岸边 5000 多亩湿地推
平建工业园区，多年来仅 3 家企业入驻；面对
中央环保督察的整改要求，当地落实不力，并
试图通过调整保护区规划将“生米煮成熟
饭”。

近期，生态环境部针对违规占用自然保
护区建工业园约谈重庆市石柱县，要求立即
停止保护区内的违规开发活动，加快生态修
复，严肃问责。

毁数千亩湿地造工业园

位于重庆市石柱县西沱镇长江岸边的
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地处三峡库区腹
地，以长江一级支流水磨溪流域为核心，又
名“长江石柱段湿地保护区”，总面积约 2 . 2
万亩。

这个设立于 2009 年的县级自然保护区，
具备河流、湖泊湿地双重特征，动植物资源丰
富，内有中华秋沙鸭等多种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其中荷叶铁线蕨属极危物种，具有重要
保护意义。

记者不久前在保护区采访看到，毗邻长
江的大片湿地已荡然无存，成为一望无际的
大工地，“石柱县西沱工业园区”的标牌十分
醒目。在水磨溪与长江的交汇处，水面开阔，
还能看到部分残存的湿地景观。而河口上游
不远处，在园区工地“夹击”下，水磨溪变成了
狭窄的“浑水沟”，几台挖掘机轰鸣着在河沟
中挖掘，工人们正忙着夯筑挡墙，部分河段还
被掩埋于土石方下。

石柱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干部介绍，西沱
工业园总面积达 7035 亩，2011 年启动建设，
征地拆迁 3个村、安置 5534 人，2014 年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已累计投入 20 多亿
元。

然而，这个耗资巨大、用自然保护区换来
的工业园，并未产生想象中的收益。记者不久
前暗访时看到，偌大的园区冷落萧条，仅有 3
处厂房。其中一家电子设备厂已建成，一家墙
体材料厂刚刚建好厂房。而一家标有“计划

2017 年 7 月竣工”的“德兆智能环保设备厂”
厂房烂尾，工地上只留下生锈的钢架、吊车和
散落的建材。

“园区搞起来后才发现招商很难。一是
物流不方便，当时没通沿江高速路，离最近
的机场有两个多小时车程，也没有港口码
头；二是邻近的万州区比我们条件好得多，
竞争不过。”石柱县的一些干部说，过去几
年，投资商来看的多，落地的很少，总共就 3
家。

整改敷衍应付，试图调整规

划过关

生态环境部 6 月 4 日约谈石柱县，明
确指出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违规开发建
设问题突出，导致该区域原有地形、地貌大
幅改变，地表植被全部破坏。除工业园区
外，保护区内还存在 8 个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

记者调查发现，湿地被破坏的背后，是地
方政府盲目开发的冲动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漠视。

重庆石柱县地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 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
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57 . 4%。当地一些干
部透露，前些年，县里一心要上工业项目。实
际上，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贫困县，石柱基础
薄弱、要素匮乏，搞工业没太大优势，此前在
县城周边就搞了工业园，效果一般。为了进一
步扩大园区规模，该县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搞开发，在长江边建起了工业园。

生态环境部督察发现，在水磨溪湿地自
然保护区设立的 2009 年，石柱县制订批复工
业园区规划，违规侵占该自然保护区 5045 亩
土地。2011 年，在未取得征地批准等文件情
况下，石柱县启动工业园征地拆迁和场地平
整。

2016 年 11 月，中央环保督察和“绿盾
2017”专项行动均要求石柱县认真整改水磨
溪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环境问题。重庆市环保
局 2018 年 1 月也专门致函石柱县，要求加
大整改力度。面对整改要求，石柱县仍在加
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石柱县林
业局干部告诉记者，县里觉得这块湿地很难
恢复了，便向上级部门申报调整保护区规
划。

生态环境部约谈指出，石柱县委、县政府

不是下大力气推动保护区内违规项目清理退
出，而是把工作重心放在撤销或调整保护区
上。在撤销保护区方案被重庆市环保、林业等
部门拒批后，石柱县又于 2018 年 3 月开始推
进保护区范围调整。在上级部门明确要求严
肃问责的情况下，石柱县相关责任追究仍然
避重就轻，导致问题长期没有整改到位，性质
十分恶劣。

问责与生态修复已启动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
指出，该工业园区不仅损害自然生态系统，且
基本成为烂尾工程，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负担。

生态环境部在约谈中要求石柱县立即停
止保护区内的违规开发活动，切实加快违规
项目清理和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对造成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的相关责任人员严肃查
处问责。

据悉，目前，石柱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保

护区问题整改总体方案，同时设立了保护区
管理中心加强常态执法监管，委托专家初步
拟定了生态修复方案。前期已处分了 3 名相
关干部，县纪委监委正进一步清理核查有关
干部责任。

记者 6 月 7 日再次来到水磨溪湿地自然
保护区，看到此前园区内基础设施施工队伍
和设备已全部撤离，水磨溪河道水泥挡墙全
部拆除，几台挖掘机在清理河道。工人们正在
拆除“德兆智能环保设备厂”烂尾厂房，另外
两家工厂已经停工，准备搬迁。

“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发展，付出的代
价太大了。”当地部分干部群众痛惜地告诉记
者，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所在的西沱镇是
长江上游历史文化悠久的古镇，又与三峡库
区著名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宝寨隔江相
望，应作为宝贵财富好好保护、留给后世子
孙。

被约谈后，石柱县委、县政府进行了深刻
反思。“毁了绿水青山也没换来金山银山，教
训惨痛！”当地政府一位负责人说。

“毁了绿水青山也没换来金山银山”
重庆石柱县湿地自然保护区遭破坏追踪

▲在重庆石柱县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内，工程机械在对一家工业企业建筑进行拆
除作业（6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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