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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

富和完善，是构建现代林业良性发展机制的重大举措，是增加农民

收入、促进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

我国有集体林地 27 亿多亩，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是

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但产权不分、权责利不明的弊端影响

和阻碍了林农耕山造林的积极性。2008 年，国家下发了《关于全

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开展了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5 年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我国农村乃

至全国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统计：全国已确权集体林地 27.02 亿亩，

占各地纳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面积的 99.05%。发放林权证 1 亿

本，发证面积 26.04 亿亩，8981.25 万农户拿到林权证，明晰产

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明晰产权、承包到

户，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农民真正成为山林的主人，

造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充分调动了农民发展林业的积

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林业生态建设。各地造林面积大幅增加，毁林

案件明显减少，森林质量稳步提升。全国每年造林 9000 多万亩，

农民劳动投入和社会投入造林已达到 50%以上。全国森林资源的

快速增长，为改善生态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生态基础。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效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有力地推动

了林区民生改善。我国集体林地有森林蓄积 46 亿立方米，经

济价值达数万亿元，山林承包到户，农民不仅有了长期稳定的

财产性收入，而且获得了宝贵的生产资料，为创业、就业和增

收提供了广阔空间，仅林下经济 2013 年就达到 3600 多亿元。

全国集体林业呈现出体制机制活化、农民积极营造青山绿水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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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重庆主城区蓝天白云，三
峡库区碧波荡漾，城市树木郁郁葱葱，环
境质量大为改善。

进入新世纪以来，重庆持续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治理空气污染，目前已见成效。
今年重庆实施了新一轮“蓝天行动”，实
行“四控一增”，即控制燃煤及工业废气
污染，控制城市扬尘污染，控制机动车
排气污染，控制餐饮油烟及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增强大气污染监管能力。行动

内容主要是重点治理 156 家工业废气污
染物排放企业，搬迁或关闭 37 家火电、
化工、制药等污染企业，逐步关闭 86 家
烧结砖瓦窑企业，分批关停 20 家水泥企
业，主城区一律禁止新建燃煤设施；实
行黄标车限行并鼓励淘汰 2.66 万辆黄标
车，推广 2 万辆 CNG 汽车及 LNG 车船，
推广纯电动新能源汽车等。同时，主城
区禁止新建重污染企业，开展人工增雨
等。目前，创新科技园项目、融创金贸

时代项目、火车北站站前广场项目、张
家沟渣场等扬尘污染源已按要求进行整
改，场内增设了降尘装置，并加强了出
场车辆冲洗，尘污染问题基本得到控制。

为打造美丽山水城市，重庆市政府常
务会议于今年5月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环保

“五大行动”实施方案 （2013-2017）》，
标志着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园

“五大行动”正式全面启动。预计行动投资
588亿元，涉及6000余项工程项目和工作

措施，其中蓝天、碧水、宁静行动以主城
区为重点，绿地、田园行动以区、县农村
为重点。

从 2005 年的 256 天，到 2007 年的
274 天 、 2008 年 的 290 天 、 2009 年 的
300 天，再到 2012 年的 340 天，重庆已
经找回了越来越多的蓝天，空气质量情况
日趋良好。按照空气质量新标准测算，今
年上半年的 181 天里，重庆主城区收获了
101个蓝天。

蓝天碧水映山城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陈 焱

本报讯 截至 11 月，浙江嘉兴市海盐县核电关联企
业总数达到 66 家，取得非核级供应商资格的已有 27 家。
该县全年核电关联产业产值有望突破 50 亿元，成为拉动
全县经济稳中向好的新生力量。

近年来，嘉兴通过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
快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打造桐乡新型纤维产业集聚区、海
宁经编产业集聚区、浙江省无线传感器网络产业基地、海
盐核电关联产业集聚区等 9 大产业集聚区。嘉兴市经信委
新兴产业处处长阮虎祥介绍，今年1月至10月，全市规模
以上新兴产业完成总产值 1912 亿元，实现利税 94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3.34%和20.79%。 （陶克强 李 刚）

建设产业集聚区

浙江嘉兴着力打造新兴产业

满洲里口岸畅物流
本报记者 罗 霄 通讯员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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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添新景观

西安长安区潏河湿地开工建设
本报讯 记者张毅、通讯员何汪维报道：曾经遭受严重

污染的西安潏河迎来生态复苏的契机。经过两个多月的紧
张修复重建，一个以潏河为主题的湿地公园基础建设基本
完工，预计 1年后全面开放。

目前启动的潏河湿地核心区一期工程，占地2634亩，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湿地、湖面、绿化及其他配套建筑等，计划总
投资8.9亿元，打造两条景观廊道，7个功能片区及多处景观
节点，使潏河湿地公园成为及生态保护与防洪保护，市民休
闲与涵养水源为一体的城市旅游新景观。2015 年整个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西安城南最大的湿地公园。

12 月 11 日，山东首个蔬

菜大棚光伏发电项目——华天

新能源 1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在

寿光市稻田镇张营前村投入应

用。该项目年发电量可达 160

万千瓦时，发的电除满足大棚

用电外，还可以通过电网输送

给周边居民使用。

图为国网山东寿光市供电

公司稻田供电所工作人员在蔬

菜大棚内检测线路安全。

本报记者王金虎 通讯员

郭轶敏 郭延明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报道：随着安龙县庆瑞铁合金有
限责任公司的关停,贵州省不仅完成了今年淘汰落后产能
任务,也提前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目
标任务。

“十二五”期间,国家共下达贵州省工业领域重点行业淘
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1450万吨。2011年以来,该省实际淘汰
落后产能已达2234万吨。在未来两年内，贵州还计划淘汰工
业行业落后产能 544.23万吨，淘汰小火电机组 110万千瓦。
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工程师周仕飞告诉记者，2015
年起，该省将逐步提高有关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标准，2016
年到2020年间计划淘汰工业行业落后产能约500万吨。

提前完成国家“十二五”目标任务

贵州淘汰落后产能 2234 万吨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通讯员杨代军

报道：成都节能环保产业基地重大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日前在成都金堂县举行。此次
集中签约包括鹏鹞环保股份公司电渗透污
泥干化装备制造、宜联环保股份公司环保
装备制造基地、中国盛邦集团光伏幕墙产
业园等16个项目，主要涉及节能环保装备
制造领域，项目总投资 103 亿元，全面投
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164 亿元，年
上缴税收约6.5亿元。

金堂县委书记金城说，金堂县在调
整 产 业 结 构 、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同
时，敏锐地认识到节能环保产品市场需
求将进一步加大，节能环保产业蕴含着
巨大商机。

通过两年发展，截至目前，该基地引
进节能环保装备制造项目 66 个，节能环
保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79 户，产业聚
集 度 达 到 60% 以 上 ， 初 步 形 成 了 水 处
理、大气污染防治、固废处理各门类环保
企业在基地成链条、集群式发展的良好
态势。

近两年来，成都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迅猛，今年 1 至 10 月已经实现了主营业
务收入 200亿元。按照产业规划，预计未
来几年，仅金堂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将实现
节能环保主营业务收入 1000亿元。

成都金堂县

建节能环保产业基地

“首列集裝箱班列从苏州铁路西站出
发，在满洲里口岸仅用3个小时便完成通
关手续顺利出境，之后该班列横跨西伯利
亚，途经俄罗斯、白俄罗斯到达波兰华
沙，全程 11800 公里，运行时间仅 14
天，比海运 42天至 45天的运行时间缩短
了约30天。”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市长
李才告诉记者，随着从苏州铁路西站启程
的首班“苏满欧”集装箱专列顺利抵达目
的地波兰华沙，标志着一条新欧亚货运大
通道的顺利开通，也使得满洲里驶上了

发展快车道。
今年，满洲里构建向北开发开放桥

头堡和沿边经济带，在“苏满欧”首发
专列开行的同时，新增汽车散件、农产
品等进口品类；开通了至伊尔库茨克和
赤塔国际航空货运业务；安排 3.6 亿元资
金兑现外经贸扶持奖励政策，新增外贸
企业 51 家；边境旅游异地办照制证中心
启用，实现当天申领、当天出证；重点
项目加快推进，亿元以上项目开工 74
个；前 11 个月口岸运量累计完成 2757

万吨，与全年口岸过货量突破 3000 万吨
的目标相差无几；外贸进出口总值 35 亿
美元，增长 13.6%。

满洲里将原有 23 项口岸收费核减到
14 项，规范清理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欧
亚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城等一批高端旅游项
目开工建设，猛犸公园获评国家4A级旅游
景区，满洲里荣获全国“全民健身示范市”
和“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称号。

“满洲里在推动‘苏满欧’专列常态化
运行的同时，争取开通‘郑满欧’、‘广满
欧’专列，带动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高口
岸贸易总额。”满洲里市委书记王伟说，满
洲里将主打“三张牌”：开辟国内外新货源
市场，确保运量最大；提升完善口岸疏运
能力，确保功能最强；推动外贸企业发展
壮大，确保活力最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