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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席敏、袁汝婷

这是 62 岁的袁建平眼
里的“清水塘”：半个多世纪
前，这口 20 亩左右的水塘，
水清得可以捧起来直接喝；
后来，水塘边建起一家家工
厂，水被污染，塘被填埋，“清
水塘”成了一个工业区的名
字，黑黢黢，臭烘烘。

袁建平的家乡湖南株
洲，是全国首批重点建设的 8
个工业城市之一，湘江之畔
的清水塘是其核心工业区。
粗放式发展，欠下沉重的环
境债。

党的十九大以来，一场
攻坚战在此打响。

烟 囱 林 立

“清 水”不 见

清水塘，是国家“一五”
“二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的
工业基地。从上世纪 50 年代
开始，位于荒岭间的清水塘，
“长”出一个国家工业重镇。

1989 年，王小中从湖南
大学毕业来到这里。他回忆：
“站在高处一看，密密麻麻全
是烟囱。”

清水塘核心区域只有
15 .15 平方公里，高峰时聚集
企业 261 家，以冶炼、化工为
主，累计上缴利税近 500 亿
元，成为“中国的鲁尔区”。因

之得名的那口清澈水塘，变黑变臭，然后消失了。
“烟囱一年四季冒烟。出门一抬头，天上像盖了个五颜六

色的盖子。”袁建平形容。
2003 年、2004 年，株洲连续被列入“全国十大空气污染

城市”。清水塘工业污染是主因。
对株洲乃至湖南而言，清水塘的治理面临两难：治了，株

洲经济“伤筋动骨”；不治，株洲没有了高质量发展空间，且环
境将持续恶化。

壮士断腕 整体搬迁

24 岁那年，王小中来到清水塘打拼。42 岁这一年，他将
白手起家的设备制造企业关停了。

“那是 2017 年 6 月 18 日。关停日期记得特别清楚，心里
五味杂陈。”王小中的企业多年获评株洲优秀企业，年产值数
千万，拥有上百员工。

对清水塘的企业来说，2017 年都是无法忘记的。按照湖
南省委省政府要求，株洲正式启动清水塘整体搬迁改造。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说，这次不再搞“外科手术”，而是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打一场攻坚克难之战。截至 2016 年底，清水
塘还剩 153 家企业，包括央企、国企和民企等；区域内有约 3
万职工、3 万居民……

200 余名干部一头扎了进来，任务是说服所有企业关停
搬迁，并妥善安置人员。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清水塘搬迁指挥部副指挥长

冯建湘记得，在一场谈判中，70岁的企业家任庚寅流着泪问：
“凭什么说拆就拆，说交就交？”他曾是下岗职工，用 20年心血
办起了这家企业。

冯建湘也红了眼眶：“您是老党员，恳请您带头走出这一步。
换回碧水蓝天，造福不只一代人。”沉默良久，任庚寅含泪点头。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一家一家、一次一次来到各家企业做

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谈判至凌晨。最终，都被打
动，同意搬迁。

截至 2019 年初，株洲分类安置职工 1 . 83 万人，通过棚
改拆迁，3 万名居民搬进新家。

“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出路。这是一份光荣的事业。”
搬迁指挥部干部陈明说。

除旧布新 美丽“蝶变”

2018 年 12 月 30 日，漫天大雪中，始建于 1956 年的株
冶集团最后一座冶炼炉熄火了。发出停氧指令的工段长肖永
强流下热泪，身后的同事都哭了。

这一天，清水塘工业区企业“清零”。湘江畔这一著名老工
业区，成为历史。

这一大搬迁，不是污染转移，而是凤凰涅槃：在醴陵，最
早搬出的旗滨玻璃建成花园式厂房，仅一条生产线产值就超
过老厂；在衡阳，株冶集团新项目已启动，1400 多亩地，没有
一个废水外排口……

如今的清水塘，不见烟囱，了无异味。
更多变化在发生：湘江霞湾段水质由Ⅲ类提升到Ⅱ类，

已退出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株洲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增幅居全省第一。

“破旧，是为了更好地立新。”毛腾飞说，清水塘建设方案已
经出炉，将“蝶变”为一座山水相依、产城相融的绿色创新城。

过去的“中国鲁尔区”不见了，一个新的“中国动力谷”在
湘江之畔拔地而起——— 在占地 1000 多亩的自主创业园，多
位院士专家带领的项目落户。

株洲市市长阳卫国说，株洲正积极布局新动能新产业，
“一块干净的土地，将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大空间。”

70% 的中国轨道交通核心零部件研制、突破千亿元的轨
道交通基地……株洲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正在绘就。

新产业的培育，成为减轻阵痛的良方。2017年、2018年，
株洲 GDP 增幅分别为 8% 和 7 . 8%。今年 1至 5 月，全市规
模工业利润同比增长 39 .2%。

2019 年 7 月，清水塘区域腹地，人工开挖的新湖已见雏
形。

“天蓝了，水清了，我原来没想过能看到这一天。”站在老
工业区旧址，袁建平感慨万千。 新华社长沙 7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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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林嵬、双瑞

盛夏时节，河南省焦作市近郊的百间房村十
分热闹。筹建中的村史馆征集老物件，许多常年
在外的人都回来了，村委会灵机一动，让每个姓
氏各出一名代表，拍一张特殊的“百姓村”全家福。

罡、卜、呼、职、毋……这个只有 350 户居民
的自然村，却有多达 105 个姓氏。一百年来，小
小的百间房村浓缩了时代风云，走过了看似寻
常却奇崛的沧桑历程。

奋斗：一百年前的工人新村

“我爷爷 16 岁背井离乡来下矿井，在这儿
成家，到今天，我家在百间房已经生活五代人
了。”78 岁的退休教师郑捷一辈子住在百间房
村。对他来说，这个祖先流浪的驻泊地是他们真
正的家。

北依太行，南临黄河，焦作自古即是富庶之
地，尤以煤矿知名。

“为啥叫百间房，最早就是因为煤矿公司
盖的一百间矿工宿舍。”67 岁的王浩东研究
过百间房的历史演变，还写了一本简要村史，
“可以说，百间房村从诞生之日起就跟别的村
不一样，这是个真正的工人新村。”

早在 20世纪初，百间房一带就先后建了 4
口矿井，五湖四海的穷苦人纷纷来讨生活。鼎盛
时期，百间房居民达一万余人，三教九流混杂，
光饮水井就有 7口，被时人誉为“小上海”。

“百间房是全省最早用上电灯、通上电
话、放映电影、吃上自来水的。”熟稔焦作煤矿
史的河南新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焦东矿)
董事长王保才说，河南第一条铁路、第一所高
等学堂，也跟百间房一带的煤矿有直接关联。

作为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百间房
矿工们充分展现了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品质。

“我爷爷 8 岁就当了矿工。”王保才说，老
人告诉他，矿井底下黑漆漆的，每天开工发 3
两油，不到万不得已矿工们不舍得点灯，把油
省下来带回家可以吃好几天。

几乎每家每户都能讲出类似的故事。郑
捷的爷爷在煤矿停工的时候也不闲着，摆摊
卖点针头线脑，攒下钱在百间房成了家；康绍
之的父亲 13 岁下煤窑，辛苦站稳脚跟后，又
把老人接到身边；孙文有的父亲自己酿醋、做
酱油、磨香油，样样活计拿得下来……

1925 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
发，百间房的矿工随即热烈响应，在历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
性文献之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
了焦作煤矿罢工，称他们“特别能战斗”，指的
就是百间房。村里的老人们对此津津乐道。

这种奋斗基因传承至今，并随着时代变
迁不断焕发出新光彩。小小的百间房村先后
走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可
圈可点的成绩。

包容：没有边界的“百姓”奇村

面对来访者，上了岁数的老人热情指点两

侧的院落，念叨这家姓什么，老家是哪儿的，什
么年代搬来的。这是独属于百间房的特质，与
中国大多数村庄迥然不同。“侯孙芦姬崔武尚，
郝吴翟贾叶卜亢……”王浩东把村里的姓氏编
成了顺口溜，每句 7 个字，足足 15 句。

作为名副其实的移民村，为源源不断前
来讨生活的人提供庇护，是百间房村不成文
的传统。一个世纪以来，这里像一处温暖的港
湾，敞开怀抱接纳四方来客，成就了这个没有
边界的“百姓”奇村。

“那时候家里穷，吃不上饭，就来这儿试
试。”95 岁的陈俊枝 20世纪 60 年代从河南
省新蔡县搬来，她有 6 个儿女，赶上困难时
期，全家人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百间房。

“没有大姓压小姓，啥人都能容，都是穷
苦人，村子从根儿上就是穷苦人的家。”王浩
东说，这种可贵的品质，即使在“多一张嘴就
多分一份口粮”的年代仍然闪光。

“刚来的时候租了 3 口窑洞住。在老家吃
红薯皮，到这儿是玉米面蒸的馍。”陈俊枝的女
儿赵小凤说，村民们和气、好相处，他们很快就
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现在已成了五六十口人的
大家庭，老太太身体硬朗，还会打麻将。

“我老家在山里，看着有 20 亩地，实际不
打粮食，过不下去。”59 岁的崔苗英是 1983 年
从山西沁水搬来的，由于山地贫瘠、食不果腹，
她和丈夫韦克勤带着大儿子来百间房投奔亲
戚。

这些年里，他们在村办企业上过班，跑过
运输，养过鸡。从租房住到盖起 300 多平方米
的 3 层楼，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像其他外来者一样，崔苗英早已把百间房
当作真正的家。据统计，村里的 105 个姓氏来
自全国 14 个省的 108 个县。被接纳的人对百
间房充满感激，并力所能及地回报这片土地。

百间房所在的李贵作行政村村主任邢国
涛是父亲用扁担挑过来的，当时他才几个月
大。1975 年，河南驻马店 20 多个县市遭受大
水灾，其中就包括邢国涛的老家，一家人逃到
了百间房避难。

“在别人家住了 6 年，连床和粮食都是借
的。”邢国涛听父母说，村里人很关照他们，刚
来时没有责任田，东家接济点玉米，西家送点
小麦，才熬过了最艰难的几年。后来，也是左邻
右舍出力，挑水和泥，帮他们盖起了几间土坯
房。

这种守望相助的情谊，深深影响了邢国
涛的前半生。尽管没有血缘关系，直到今天，

他都管那位热情善良的房东老太太叫“娘”。
（下转 3 版）

从百间房到“百姓村”
一个中原村庄的一百年

暑假期间，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安徽省图书馆
人流较平时大幅增加，不少小朋友来到图书馆内阅
读（7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暑假期间书香作伴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20 日电(记者强勇)村
级运转靠补、基础设施靠要，这样的空壳村是
乡村振兴的“必解题”。全国首批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黑龙江省方正县探索空壳村
“卸包袱”工程，对矛盾多发区采取“清化
收”措施，加快空壳村“轻装”发展。

清：一些“老大难”问题有人管了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先要理清“家
底儿”。 2017 年 6 月推进“卸包袱”之前，

方正县 67 个行政村有稳定经营收入的不足一
半，负债村超 1/3 ，成了乡村振兴的拦路虎。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管
理不规范，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方正县农村
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站长王忠说，一些新老
矛盾并存，有的村子存在不愿管、不敢管现
象，使守法守规的老实人吃亏。

由于历史原因，建国村不少土地资源、资
产被低价发包或无偿占用。村民房治国 10 多
年前与村里签了一份承包合同， 150 亩地 50
年费用仅 1000 元，村里人意见很大，问题多
年来一直没解决。

建国村会计赵成介绍，这块地未经过公开
竞价发包，程序不合法。去年村干部多次上门
做房治国的工作，并考虑他这些年的投入，最
后双方商定承包价格为每年 10000 元。“干部
来了谈道理，也谈感情，俺对这个结果服
气。”房治国说。

“卸包袱”的第一环节是“清”，即清理
违约、无效合同。记者调查发现，在依法依规
基础上，方正县充分发挥村干部和党员带头作
用，做好政策宣讲员、矛盾化解员。全县认定
违约、无效等合同 1000 余件，其中 90% 多的

问题通过讲政策、摆道理稳妥解决。
王忠说，清查后的相关资源、资产重新

发包，村集体增收 380 多万元，平均每村增
收 5 . 6 万余元。

化：被讨债围堵的村支书不躲了

往年村级转移支付到账，天门村党支部
书记鲍世军都要躲一阵子。“除了 5 万元转
移支付，村里没啥收入，债主都集中到那时
候来。”他说。

天门村的情况并非个例。乡欠村、村欠
民、民欠村等债务交织，村干部疲于应对，
既影响发展，又损害村党支部威信。还有一
些乡镇政府和部门往来费用，经常算到村
里，有的征地款等拖欠不给村里，基层一度
苦不堪言。

方正县化解债务主要有“三招”。一是
把清欠列为全县重点工作，从上而下推动，
着重清理政府部门挂到村级的债务。二是按
自愿原则，以顶账、抵账等方式，对村欠
民、民欠村债务进行转化。三是对呆死账上
报核销、对闲置资产拍卖或盘活，用所得收
益还债。

“上级挂到村里的钱，有的长年累月，

数目不小。”一些村干部告诉记者，这笔钱
他们“很难要回来”。现在清欠工作由上向
下推，效果很明显。

红星村安装路灯向种粮大户刘福财借了
5000 元， 20 多年一直还不上。推行“卸包
袱”工程后，红星村增加了收入，还把土地
确权中对刘福财新增土地的收费与部分欠债
抵账，偿还本金、利息 1 万元，多年的矛盾
得到解决。

截至目前，方正县化解债务 3000 多万
元，许多村集体账面“由负转正”。天门村
通过清欠、盘活资产等举措，一举偿还外债
13 万多元，甩掉了空壳村帽子。

收：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了

“卸包袱”过程中，方正县围绕农村最
重要的土地资源发力，土地确权新增地源
25 万亩、地源收费 2000 多万元。并且试水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等改革，盘活资源资
产。全县负债村减至 7 个， 95% 以上的村
实现有稳定经营收入，其中年收入 10 万元
以上的村 46 个。

曾经负债 23 万元的沙河子村新增地源
3262 亩，多举措下从空壳村变为有积累
村。在德善村，俊丰粮食产销合作社用农民
的土地承包证向银行贷款 100 万元，解决了
长期存在的资金难题。

一些村庄甩掉包袱后集中精力发展增收
产业。鲍世军介绍，天门村食用菌菌包厂去
年收入逾 10 万元。尝到甜头后，村里根据
自身条件继续投入，选好 4000 平方米地
块，发展梅花鹿养殖业。

村容村貌逐步改善。有的村坑洼多年的
道路重新修缮，有的村路边的垃圾开始有专
人负责清理回收。去年雨季，大水冲垮红星
村的河堤， 80 多户村民的庄稼被淹，村里
拿出 3 万元很快修好了堤坝。“这么快，在
以前不敢想。”有被淹农户说。

红星村党支部书记董志鹏说，过去村里
没钱没积累，“难当家，难办事，难说话”，村两
委经常“有计难施”，现在有钱给村民办实事
了，老百姓服气，心更齐了。

“靠补、靠要”的空壳村活了
黑龙江这些乡村“卸包袱”谋振兴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记者吴雨)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
会办公室 20 日对外宣
布，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
按照“宜快不宜慢、宜早
不宜迟”的原则，在深入
研究评估的基础上，推
出以下 11 条金融业对
外开放措施：

1、允许外资机构
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
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
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
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

2、鼓励境外金融机
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
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3、允许境外资产
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
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
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
公司。

4、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参股养
老金管理公司。

5、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
公司。

6、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 51% 提高至
100%的过渡期，由原定 2021年提前到 2020年。

7、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
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 75% 的规定，允
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 25%。

8、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
30 年经营年限要求。

9、将原定于 2021 年取消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
提前到 2020 年。

10、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
A 类主承销牌照。

11、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
行间债券市场。 （详见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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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乃林高勒草原
绿草如茵，牧人赶着马群在绿色的草原上驰骋，
气势磅礴(7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任军川摄

夏日草原骏马奔腾

大图：6 月 26 日无人机拍摄的百间房村。小图：在百间房村一处老宅前，一名村民在和宠物狗嬉戏（6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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