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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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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醉美在“绿色屏障”里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熊建平 王路莎

绿色聚焦绿色聚焦

立冬前夕，站在山清水秀的湖南省安仁
县永乐江镇山塘村田埂上，该村护鹭巡逻队
队长刘淼钧及他的 5 名队员送别了最后一批
南迁的白鹭。“巡逻队为白鹭辛苦了大半年，
如今它们南迁了，还真有点舍不得。等到明
年 3 月，白鹭飞回来的时候，美丽的山塘村又
要开始忙活啦。”刘淼钧说。

山塘村自古就是白鹭栖息度夏的乐园。
村民们爱鸟护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小时
候，老人们就教育小孩要爱护白鹭，我们村从
来没人捕猎过白鹭。”王古组村民王塘妹说。

不过，美丽的白鹭还是引来了外来的偷
猎者。村支书龙下丕说：“碰到偷猎白鹭的人，
村民们都会主动制止，但还是防不胜防。为了
更好地保护白鹭，村里在 2003年成立了一支
护鹭巡逻队，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巡逻
队员2人一组进行巡查。2005年，村里将白鹭
主要栖息地大水垅、大山塘等地辟为白鹭生态
保护区，在白鹭栖息季节禁止进入。”

巡逻队队长刘淼钧说：“巡逻队刚成立
时，每天都会遇到 2 起至 3 起偷猎者。现在，
偷猎者不敢来了，巡逻队的工作重点也变了，
主要负责救助一些受伤或者年幼跌落的白
鹭，帮它们垒窝，把它们捧送回树枝上。仅今
年，我们帮白鹭造的窝就不下 300个。”

村民们的努力为白鹭营造了一个安全的
家园。“过去，每年来这里度夏的白鹭不到 1
万只，2003 年后逐年增加，今年大概有 2 万
多只。我们村真正成了白鹭的天堂！”龙下丕
自豪地说。“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美景，人与自
然的和谐，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小小的山塘
村最多时一天涌进上千人。为了让游客能够
有更完美的观鸟体验，今年，村里还斥资 200
多万元建造了一个观鹭台，并配备了高倍望
远镜。山塘村成了观赏、拍摄白鹭的“圣地”。

白鹭生态保护区也给村民们带来了实
惠。以白鹭栖息地为依托，村里建起了一座
4 星级农庄，开发了多项农家旅游项目，生意
异常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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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格地

保护生命共同体②

山清水秀的“林中之城”湖南郴州是我国南方的生态屏障。望着这峰峦叠翠、林海茫茫的郴州，你怎么也不敢想象她在2008年初的那一场大雪被
瞬间“冰封”的惨烈：数日之间，万千树木竞折腰，森林覆盖率从64.28%锐降到40％以下。

冰狂雪骤何所惧。顽强的郴州人民奋勇抗灾，恢复重建。市委市政府坚持绿色引领、低碳发展的理念，努力提高全市生态文明水平，把生态财富转
化为生产力，生态文明建设成了郴州有效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后发赶超的科学发展之路。

在如今的郴州大地上，绿城攻坚、打造绿色通道以及城区周边森林景观建设等重点工程开展得如火如荼，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4.75%。全市的经济
结构也告别了两烟（卷烟、烤烟）、两电（水电、火电）、两矿（有色金属矿、煤矿）独大的传统格局，目前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12%，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达18.7%，站稳湖南新型工业化发展“第一方阵”。

有区域研究专家指出，农耕文明时代平

原最值钱，工业文明时代沿海最值钱，现在

到了休闲度假时代，山岳最值钱。这是人类

文明发展的规律。

郴州处于后发地区，是一个以山地为主

的城市，自古为“林中之城”，山好、水好、空

气好，是一座没有酸雨和雾霾的城市；是中

国南方的生态屏障；有着国内水质最好的湖

泊，11 个县市区都有温泉。综合来看，全国

具备郴州这样生态条件的城市不多。更重

要的是，郴州临近的珠三角、长株潭两大城

市群，作为我国南部和中部最发达的经济体

之一，开发强度大，生态空间被压缩到极限，

特别是对长期为雾霾和酸雨所困的珠三角

而言，借助高铁融入“同城”的郴州正是珠三

角休闲度假、转移产业、疏散人口、辐射带动

的首选地区。

生态文明，是发展的根本转型。对郴州

来说，就是要通过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大力

推进转型发展，实现科学发展。

要以生态文明推动转方式、调结构。要

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

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以生态文明统筹

城乡发展。建设国际化的新型城乡、开放型

的新型城乡、转型发展的新型城乡、绿色生

态的新型城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的新型城乡、和谐共享的新型城乡；要以

生态文明提升全面小康水平，全面实施“青

山”、“碧水”、“蓝天”、“净土”工程。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郴

州的目标是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

把郴州建设成为宜居、利居、乐居城市。

郴州已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红线，并以建

设全国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为契机，以中心

城区和城镇群为重点，在全市开展水生态文

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要依靠制度来推动、

来保障，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郴州正在

探索的创新之举。

一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重点生

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区扶持机制，加大生态

补偿力度，扩大生态补偿的范围和标准。积

极运用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生态

产品服务等补偿方式，探索市场化补偿模式。

二是完善生态管理体系。完善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

护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

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建立矿山企业生态修复保证金

制度。建立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城市生活

污水处理和医疗废弃物、危险物处置等收

费制度。

三是推进生态区域共建。郴州地处湘

粤赣边际，正积极参与红三角、珠三角、长三

角、海西经济区等环境保护合作，建立共同

保护、共同开发、共同治理、互利共赢的合作

机制。

（作者系郴州市委书记）

抢占生态优势这个发展制高点
□ 向力力

两万白鹭

乐山塘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根本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

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这无疑将对国

土空间的优化布局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30 余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方面绘就了经济

迅猛发展的繁荣画卷，另一方面也因为缺乏全

局规划和总体设计，客观上造成了国土空间开

发无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加大，资源开发利

用效率不高，土地退化、耕地质量下降、环境污

染等问题，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2010 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全国主体功能

区规划》，将目标锁定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

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要坚定不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

略，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

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

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

提高生态服务功能。

当前要按照十八大精神，加强顶层设计，逐

步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划，切实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

一是加强规划实施监督。推动各地区按照

主体功能定位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厘清中央、省、

市、县各自的责任。中央有全国的大局，地方有各

自的苦衷和忧虑。这个过程中，中央的决策权威

性不容置疑，但也要针对各省、市、县躬身耐心听取

其意见，认真对待其利益；地方的发展利益不容忽

视，但也要顾全大局主动维护国家民族的长远利

益。各职能部门要根据规划精神落实相关工作，

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进一步统筹人口分布、

经济布局、国土利用，使规划落到实处。

二是完善政策保障。区域主体功能不同，

发展保护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政府公共服

务的保障能力要尽快趋同，这也是区域协调发

展的本质。当前，要加快落实促进主体功能区

建设的财税、投资、产业、土地等政策，中央要加

大对农产品主产区、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重

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等的均衡性转移支

付力度，增强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政府

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三大战略格局”。把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

注重生态文明试点示范、森林城市建设，形成功

能定位明晰、产业布局合理、体现区位优势特

色，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城镇化格

局。促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规模

化经营，保障全国耕地数量、质量和农产品供

给，形成既体现我国主要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

中地新变化，又结合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状况特

点和基础的农业发展格局。切实保护好关系国

家生态安全的区域，恢复和提升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生态功能，形成以森林植被为主体、林草结

合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

四是坚持陆海统筹协调。强化海洋大国意

识，把握好陆地空间与海洋国土空间的统一性，

以及海洋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处理好陆地开发

与海洋开发以及海洋带保护的关系。发展海洋

经济，加快海洋产业发展，增强海洋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为万世开太平”的战

略大棋局，也是考验中华民族发展智慧的“珍

珑”难局。在推进实施的过程中，主管部门应当

负责任地引导和协调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衔

接。这不仅考验推进者的决心，还考验智慧；不

仅考验魄力，还考验胸怀。

国土空间开发

要注重“顶层设计”
□ 鲍晓倩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地处“贫瘠甲天下”

的西海固地区。今年以来，西吉县大力推动林下

珍珠鸡养殖业，全县目前有 11 家林下珍珠鸡养

殖合作社，珍珠鸡存栏量达到14万只，总产值突

破1500万元。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西海固：生态经济双丰收

森林生态是郴州生态的主体，全市林业
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 71%。2008 年的冰灾，
让郴州市的森林覆盖率锐减，不仅对郴州的
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且对湘南地区
的生态安全造成了威胁。

郴州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发出“开
展‘大造林’活动，再造‘林邑郴州’”的号
召；2009 年 2 月，时任郴州市市长的向力力
在 全 市 造 林 绿 化 动 员 大 会 上 立 下“ 军 令
状”：“城区周边山头三年内没有绿化达标
就引咎辞职！”

“力争用 3 到 5 年，将郴州林业生产力回
升到正常水平，力争用8到10年，再造一个绿
色葱茏的郴州！”向力力的话铿锵有力。

在郴州的各个林区，基础设施修复工程、林
木良种与苗木生产供应工程等，逐一开展。变

“森林围城”为“森林进城”，一时间，绿色革命席卷
郴州大地。城市、通道、水系、村镇、荒山等五大绿
化工程全面发力。

在城区，种大苗、种好树，拆危建绿、拆墙
现绿、见缝插绿、宜绿则绿。郴州规定，城市建
筑拆迁后，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土地用于建绿
地、建广场、建公园。

在郊区，围绕“三林并举”、“森林围城”、
“十江十湖”建森林屏障。2009 年以来，郴州
市先后投入 132.7 亿元，完成造林绿化 234.9
万亩，种植各类苗木5.63亿株。

目前，郴州城区绿地率38.49%，城区绿化
覆盖率 40%，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1 平方
米，公路、铁路等主要通道和水岸绿化率达
80%，全市上下绿意盎然。

如今，在郴州，市民们不仅能看得见绿，而
且还可以亲近绿、走进绿、享受绿，形成了“城在
林中、人在景中”的生态城市景观。

再造一个绿色葱茏的郴州

郴州是有色金属之乡，也是煤炭、石墨之
乡，原矿经济一度是全市的支柱产业。

宜章县是全国 100 个重点产煤县之一，上
寮村是重点产煤村。曾经非法小煤窑遍地开
花，天空中弥漫着黑尘，所有的屋顶都是黑色
的。十多年前，当地陆续关闭了 170 多个小煤
窑，转而发展脐橙、茶园等。2012 年，全村实现
人均纯收入7000多元，比关闭小煤窑前还要多
2000多元，成了远近闻名的文明村。

在郴州，像上寮村这样坚持发展绿色经济
的地方越来越多，绿色引领、低碳发展的理念
像春风般吹遍了郴州大地。

郴州是湖南省的重要产煤区，煤炭年产量占
湖南省三分之一以上。但是，长期的无序开采导
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劣，安全事故频发。痛定思痛，
郴州做出了资源型产业逐步实现从多向少、从地下
向地上、从国有向民营、从黑色向绿色、从传统向现
代的“五个转变”的决定，并明确提出“汝城、桂东、安
仁3县退出煤炭行业”。煤矿由整合前的576个减
少到165个，非煤矿山由747个减少到128个，有色
金属矿生产能力由整合前的1.8万吨∕年提高到
4.5万吨∕年。

833 平方公里的北湖区有 800 平方公里是
山区。记者采访时，正碰上区委书记王周在月
峰瑶族乡“过山瑶”绿色农产品公司现场指导

“过山瑶文化博物馆”建设。王周说，过去的北
湖以矿业农业为主，2010 年关掉了所有的矿，
围绕城区需求发展现代服务业，目前已经形成
了“都市农业、生态休闲、庄园服务”三大特色
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已占到全区 GDP 的 55%以
上，实现了从黑色 GDP到绿色 GDP的转变。

如今的郴州，山更青，水更美，城市更洁净
了。“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全面完成，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三年行动计划提前完成。

生态是郴州的优势。近年来，郴州坚
定不移地推进生态建设，城市环境和城乡
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未来发展，谁抢
占了生态的高地，谁就抢占了发展的制高
点。把生态优势打造成郴州最大的优势，
从而在区域竞争和全球化发展中获得主动
权。”郴州市委书记向力力说。

位于郴州市北湖区保和乡西北部的
小 埠 村 桃 花 园 五 组 ，村里通村公路干净
整洁，路旁花草树木枝繁叶茂。村里成立
了村容村貌整治小组，制定了环境卫生管
理制度，有保洁队伍常年保洁，不但主要
道路保持整洁，连背街小巷都很干净。

2009 年，郴州市提出了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以城市卫生、宜居环境为基础，
以全面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为根本，大力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切实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活环境。

“美丽郴州”应该是个更高层次的追
求。今年，郴州入选全国 45 个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试点。郴州向全市人民发出
了“发挥水优势，做好水文章，打造宜居利
居乐居的山水名城”的号召，将分三步走
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第一步 2012 年至
2014 年为初步建设阶段，重点推进水源
点建设以及水系绿化、水资源保护、水土
保持等工作。第二步 2014 年至 2017 年
为完善提高阶段，重点推进水环境治理与
水景观建设，完善防洪、排水、供水、景观
体系、水生态屏障建设。第三步 2017 年
至 2020 年为目标基本完成阶段，全面完
成规划内江河湖泊水景观建设，完善水生
态体系，提升水文化内涵，把郴州建设成
为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城市。

美丽郴州的更高追求GDP从黑色向绿色转变

目前，郴州城区绿地率达 38.49%，这是

在尾砂矿上建起的沙滩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