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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改革开放的 40 年是一曲激昂的奋进之歌。紧跟着
铿锵向前的时代步伐，在党的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 110 多万儿女豪迈前行。在与全国各族
人民一起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呈上
一组令人欣喜的数据：

地区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13670 万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293 . 68 亿元；财政收入从 2283 万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9 . 2818 亿元。2017 年，区属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 31 . 85 亿元；区属固定资产投资 122 . 78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9 . 86 亿元。

2018 年，兴宾区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2018 年，地区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 8 . 7% 左右；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7% 左
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 以上；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6 . 2% 以上；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9 . 2% 以上。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兴宾区脱胎于原来宾县，上世纪 70 年代的兴宾
区，只有几条居民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02 年成
立来宾市、撤县建区以来，作为来宾市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兴宾区开始书写自己的新篇章。

为全面提升兴宾区形象，兴宾区以城区为中心抓
好旧城改造和城南新区建设，以乡镇为基本点抓好迁
江镇、凤凰镇等重点乡镇建设，同时还抓好美丽兴宾建
设，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近年来，先后实现“乡乡通油
路、村村通水泥路”的目标。各村委会建起综合文化楼

和文艺戏台。住宅、医院、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相继完善。兴宾区政府所在地城南新区，作为来宾
市副中心城市建设已初具规模。

今天的兴宾，随着小城镇建设、乡村改造等一个又
一个民生项目落地生根，一批事关兴宾发展的城乡基
础设施日益完善，城区人居环境、承载功能和聚集能力
明显提升，城乡面貌处处焕发出新气象。

产业发展增效提质

改革开放以来，兴宾区一直在摸索符合本地实际
的主导产业，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尝试，选定甘蔗作为主
导产业。兴宾区(原来宾县)的甘蔗生产在上世纪 80 年
代中期以前，每年种蔗面积不足 10 万亩、进厂糖料蔗
不足 15 万吨。经过多年发展，兴宾区成为全国县(区)
级最大的糖料蔗生产基地之一，该区糖料蔗种植总面
积达 120 多万亩。

为推进甘蔗生产持续发展，自 2014 年以来，兴宾
区实施优质“双高”糖料蔗基地建设，在百万亩甘蔗地
上开始二次创业，为糖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奠定基础。

抓好一根蔗，盘活经济一盘棋。在抓好甘蔗产业发
展的同时，兴宾区特色农业经济也全面提升。近年来，
兴宾区按照“稳粮、保蔗、增蚕、强林果、兴养殖”的发展
思路，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传统优势产业得到
有效巩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

区增点扩面提质升级，完成四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
创建规划 81 个，2 个创建自治区级示范区已考评验
收；畜牧业标准化发展，生态肉牛规模养殖企业 5 家，
一批生态养殖商品猪项目已开工建设，连续 11 年蝉联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创建
通过自治区评审验收。

特色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几十年来，兴宾区企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如今已拥有采矿业、加工
业、制药业等现代企业。特别是近年来，兴宾区强化工
业园区载体功能，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构建多点支撑格
局。2018 年，在规划修编“一区五园”园区布局基础上，
依托资源优势，新增规划建设蒙村、南泗、小平阳 3 个
碳酸钙产业园，并积极申请纳入来宾市碳酸钙产业园
发展规划进行统筹推进。当前，该区工业园区整体规划
面积近 5 万亩。兴宾区加快发展碳酸钙产业，扎实推进
总投资近 40 亿元的汇宾钙业等碳酸钙项目建设；做大
做强化肥化工和生物医药产业，2018 全年总产值突破
4 亿元。目前，该区规模以上企业达 24 家。

百姓生活幸福安康

从住泥房，到住楼房；从饮水人挑肩扛，到自来水
直通庭院；从生病死拖硬扛，到就医大额报销；从上学
就读无门，到校园书声琅琅……

这一幕幕场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兴宾区社会
各项事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层

次、低级别到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撤县建区以来，兴宾区党

委、政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改
善群众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首要任务，着力解决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截至 2017 年，兴宾区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586 元，是 2004 年 6526 元
的 4 . 84 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45 元，是 2002 年
1965 元的 5 . 72 倍。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城乡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1 . 89%，比控
制数低 2 . 21 个百分点。

科教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深入实施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城乡医疗卫生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化。截至 2017
年，兴宾区有幼儿园 412 所，小学 114 所，普通中学 28
所，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 100%。卫生机构数 34 个，卫
生机构床位数 2076 张。

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2017 年 15 个贫困村、
10792 名贫困人口顺利通过自治区和国家核查验收，
实现脱贫摘帽。

当前，来宾市兴宾区站在了新起点，迈入了新阶
段，走进了新时代，未来大有可为。兴宾区的儿女们必
将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决心和勇气，谱写出经济社
会发展的崭新篇章。

文/图 李立群 盘摄波

·广告·

新华社太原 1 月 9 日电(记者王文
化、孙亮全)2013 年以来空气质量连续排
名山西首位；2017 年优良天数 304 天；
2018 年前 11 个月一级天数 45 天，超上
一年全年优良天数 7 天。

“煤都之蓝，大同大不同”。大同撕下
“黑标签”换成“绿名片”的背后，是持续多
年减排、增绿、转型之功。

脱下“黑袈裟” 拆掉黑烟囱

“云冈大佛遮黑纱，城市处处脏乱
差。”仅仅十多年前，扬洒的煤尘令大佛失
色，污浊的烟气使行人掩鼻。64 岁的大同
市民潘云福还记得运煤车辆从云冈大佛
脚下排队驶过的情景，环城道路上随便一
扫，就是一口袋煤面。

位于山西最北端的大同市，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
城之一，拥有云冈石窟、悬空寺、华严寺等
中外驰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大同以能源基地被外界熟知。新
中国成立以来，大同累计为国家贡献优质
动力煤 30多亿吨、贡献超过 3000亿千瓦时
电能。

丰厚的煤给大同带来过荣耀，但“一
煤独大”的单一产业结构也留下阵痛，多
年的历史欠账让大同的环境疮痍满目。进
入新世纪，全国城市“污染榜”上，大同常
年“榜上有名”。2003 年到 2005 年，大同
连续 3 年进入全国污染最严重城市之列。

“空气质量改善，首先要减少污染物
排放。”大同市环保局局长赫瑞介绍，大同
主动应对严峻挑战，打响了“控煤、治气、
管车、抑尘、减排、治企、预警、取缔‘土小’”
的“蓝天保卫战”。

面对一些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大同
市启动“退城入园”工程，将涉污企业全部
搬迁至位于城外的 9 个工业园区，企业入
园同时完成技术工艺水平升级，将燃煤锅
炉全部换成天然气。

与此同时，大同市九大电厂全部实现
超低排放改造。对于“散乱污”等不达标企
业，仅 2017 年，大同市就取缔了 610 家。

燃煤取暖是大同古城内居民多年来的习惯。
大同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张海介绍说，大同以古城
拆迁改造为契机，将城区集中供暖率提高到 99%
以上，2004 年至 2013 年期间存在的 3000 多台燃
煤锅炉全部取缔，仅这一项，每年减少燃煤 130 多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1 . 2 万吨、烟尘 0 . 7 万吨。

再造大同绿 守护大同蓝

“雁门关外野人家，荒野处处风吹沙。”塞北的
大同，生态脆弱，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仅剩下残

次林 38 万亩，森林覆盖率仅为 1 . 8%。
51 岁的大同市林业局副局长武俊胜

回忆：“小时候上学时，每个人书桌里必备
一块毛巾，到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桌
子，每天都是一层土。”

接力种树成了大同人民数十年的传
统。夏季，在大同市新荣区古长城遗址，沿
着一条数十公里的柏油路走过，入眼的均
是林浪蜿蜒。这座 30 万亩的森林公园，以
前都是荒山秃岭。

这样的森林公园，大同人种出了两
处。10 万亩以上的工程新增 8 处，10 万
亩以下 1 万亩以上的工程新增了 56 处。
从荒山到平川，从城市到农村，大同市地
图上开始被片片染绿。

这些绿色工程成了改善生态环境、防风
固沙的屏障。23 .5%的森林覆盖率，将大同
市每年的沙尘天气由 112天降到了 8天。

为了留住更多的蓝天，大同近年又发
出“守护大同蓝，再造大同绿”的动员令，
增加投入恢复植被和森林的同时，不断扩
大城市绿化面积。至 2017 年，大同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分别达到 42%、38% 和 15 平方米。国
家园林城市、美丽山水城市大同成了“环
村有林、街道有树、庭院有果、推窗见绿、
出门见林”的新“绿都”。

“‘大同绿’为‘大同蓝’的形成打下了绿
色基底。”武俊胜说。

不做“傻黑粗” 旅游更风光

依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大同一度
成就了煤都和重化工基地的辉煌历史。随
着发展，这些传统产业历经时代和市场涤
荡，已经风光不再。

在减排和增绿的努力中，转型也成大
同的必选之路。大同下定决心改变以煤为
主的粗放发展历史传统，寻找绿色发展新
动能。

近年来，大同转变思维，提出全面加
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构

建现代化产业形态，打造“氢都”“能谷”。
通过这些措施和方法，2017 年大同全年非煤

产业增加值完成 157 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
值比重超过一半。快速发展新能源中，大同市的年
风力发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分别占到山西全省
的三成和四成。至 2017 年底，“煤都”的第三产业
比重已经达到 57 . 6%。

除了“风光”外，依赖脚下的“绿色”和头顶的
“蓝色”，依靠“清风拂人面，碧水绕古城”，飞速发展
的旅游产业成为古都的新实力。2018 年上半年，
大同市接待旅游者 2700 余万人次，同比增长四分
之一；旅游总收入 226 亿元，同比增长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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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 月 9 日电(记者王丁、孙清
清、袁月明)“小寒”后的北方风冷天寒，一片萧
瑟，而地处河南三门峡市的黄河湿地，近万只越
冬栖息的白天鹅却勾画出一幅美丽图景，吸引
各地游客纷沓而至，流连忘返。

天鹅之美，背后是人心之善。韩铁艳是三门
峡天鹅湖湿地公园的讲解员，工作 8 年间，她亲
眼见证了豫西黄河湿地生态修复进而成为白天
鹅的重要栖息地，三门峡市也因此被称为“天鹅
之城”。如今，这里一年接待游客逾百万人次，韩
铁艳也不断地向人们讲述白天鹅的故事，讲述
千里救援“A55”的奇迹，讲述三门峡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

黄河之滨的“天鹅之城”

三门峡市位于豫西黄河之滨，紧邻三门峡
黄河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因建设三门峡水库
而兴起，又以保护白天鹅而扬名。如今，三门峡
市已成为近万只白天鹅的越冬栖息地，收获了
“天鹅之城”的美誉，成为黄河流域湿地生态修
复的生动缩影。

韩铁艳是三门峡黄河湿地生态修复的亲身
经历者。2009 年，韩铁艳到天鹅湖湿地公园工
作，天鹅湖的白天鹅数量不足 50 只，如今已超
过 5000 只。生态好了，天鹅才会越来越多。韩铁
艳说，数字变化的背后折射出政府和市民对修
复自然、保护天鹅的不懈努力。

2017 年，三门峡市通过了白天鹅及其栖息
地保护条例，这是河南首部保护白天鹅的地方
法规，并将每年 11 月 22 日定为白天鹅保护宣
传日。经过广泛深入、耳濡目染的宣传，保护白
天鹅已深入人心。逢春节假期，为了避免惊扰白
天鹅，三门峡市民自发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高如意是天鹅湖的高级兽医师，也是一名
白天鹅义务巡护员。他说，天鹅湖有 7 个观测
点，每个观测点至少 1 名巡护员，从 10 月白天
鹅来一直到次年 3 月离开，全天 24 小时，有巡
护员用望远镜或夜视镜观察白天鹅的动态，一
旦发现伤病的白天鹅，就及时提供救治。

除了天鹅安全保护，当地政府还加大对天
鹅湖水生植物的生态建设，栽植荷花、睡莲、芦
苇、蒲草等 20 多万平方米，改善这里的生态环
境，保证天鹅有足够的食物来源。

韩铁艳说，也许是这里的人对白天鹅格外
好，它们也舍不得离去。2017-2018年度白天鹅在
三门峡的停留时间比往年拉长了半个月左右。

千里救助“A55”

讲到三门峡人对天鹅的爱护，韩铁艳总要
讲起千里救助“A55”的奇迹，讲述一只白天鹅
在三门峡诞生，又被三门峡人千里救治的故事。

A55 是一只“三门峡籍”白天鹅的鸟类环
志编号。50 多岁的张明云是救助 A55 的主角
之一，他是当地的鸟类摄影爱好者，跟踪拍摄和
保护救助天鹅十多年。

白天鹅是候鸟，繁殖地与越冬地不同。三门
峡市所栖息的白天鹅就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
2015 年 5 月，一对白天鹅因伤滞留天鹅湖，诞下
6 只天鹅幼鸟，A55 就是其中之一。次年 3 月，
A55 随天鹅群向北迁徙，此去千万里，A55 却失
去了讯息。

于是，去新疆、去西藏、去山东、去内蒙古，
张明云四处寻找他最放心不下的天鹅宝宝。一
直到 2017 年 8 月，听说 A55 曾在内蒙古包头
出现，张明云连忙叫上两个朋友驱车千里前往
寻找。

“从凌晨 5点开始找，一直到上午 10点多，突
然看到它孤零零一个在河滩里。”说起重逢时的
场景，张明云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也不飞，也不
动，肯定是受伤了，我心里真是难受得不行。”

这是一次跨越一千多公里、昼夜不停的追
寻和营救。而后，A55 被成功接回三门峡老家
接受救治，目前就生活在天鹅湖。只要一有时
间，张明云就会来看看 A55，给它拍个照，再和
它说说话。

一张绿色发展的“名片”

三门峡白天鹅数量越来越多，映照出当地

绿色发展的新面貌。2018 年，三门峡黄河湿地
的白天鹅以照片形式亮相北京国家博物馆“伟
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
览”，成为反映河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突出代
表。

“湿地是地球之肾，鸟类是反映生态环
境的晴雨表。”摄影爱好者王宏伟说，随着三
门峡黄河湿地生态修复，除了白天鹅，还有
红腹锦鸡、环颈雉、反嘴鹬等珍稀鸟类出没，
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摄影爱好者聚此拍摄
创作。

目前，三门峡市已连续举办了两届白天
鹅·野生动物国际摄影大展，仅 2018 年参展、
参会摄影家就有 1500 余人，作者来自 50 多个
国家与地区。目前，三门峡市已是颇有影响的
国际摄影创作基地，还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
“中国摄影之乡”称号。

王宏伟是高铁三门峡南站党支部书记，更
是一个痴迷于拍摄、研究、保护鸟类的“鸟痴”。
像当地不少摄影爱好者一样，他用自己的方式
向社会宣传与呼吁保护白天鹅，专门在高铁站
候车大厅开设了白天鹅等珍稀鸟类的摄影展，
向南来北往的旅客传播鸟类知识，传递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随着春节临近，天鹅湖又将迎来另一个旅
游高峰，像王宏伟一样，韩铁艳仍然孜孜不倦
地向游客讲述天鹅的故事，讲述天鹅背后的
人……

▲白天鹅在三门峡黄河湿地栖息（2018 年 2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天鹅之城”以天鹅的“姿势”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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