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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 8 月，清华大学盐碱地改良河北张北示范基
地上，一望无垠的青储玉米和燕麦不时随风掀起一波
波绿浪。浓浓的绿色中，一台台红色的绞盘式喷灌机
正在紧张工作，喷涌的水流洒向大地。

“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荒地，芨芨草丛生，土
地贫瘠，可耕性极差。如今，近 3000 亩的土地上，种
植着青储玉米、燕麦、胡麻。”清华大学盐碱地区生态修
复与固碳研究中心教师李彦，站在张北县馒头营乡的
地头如此感叹。

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主任刘嘉告诉记者，目前治
理盐碱地的措施一般有水利改良、物理改良、生物改良
和化学改良。除化学改良措施外，其他措施对盐碱地
改良均收效甚微。利用燃煤烟气脱硫石膏改良盐碱
地，十分有效，清华大学的这一化学改良专利技术让示
范基地迅速改观。在长年荒芜的盐碱地上，当年改良
当年种植，作物就能够正常出苗、生长，2至 3年后达到
当地正常水平。

自 2011年起，清华大学盐碱地改良技术进入大规
模产业化阶段。截至去年底，实施范围已覆盖我国北
方有碱化土地的大部分省区，改良规模达 15 万亩以
上。今年 4 月，清华大学盐碱地研究中心联合华清农
业开发公司，对张北县项目区进行全流程盐碱地改良，
将这片盐碱未利用地改良为耕地，并通过机械播种、喷
灌浇水等管理方式，实现了当年 80%的出苗率。

刘嘉说，我国具有耕作价值的盐碱地面积多达
5.25亿亩，在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规划中，盐碱地
改良的贡献份额有望达 30%以上。由于盐碱地集中
连片且未曾施用过化肥农药，经改良后进行农业化利
用，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同时，盐碱地区生态系统极为
脆弱，改良后种植作物，对于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明显。
基于此，清华大学提出了“用十几年时间为国家改良 1
亿亩盐碱地”的目标。

明晰产权 市场调控

江西省崇义县铅厂镇铅厂村，坡陡谷
深，绿竹满山。73 岁的村民陈芳栋给矿
渣场铺上红土，种上了树苗。林改时，他
家分到 300 亩毛竹林。现在，仅卖竹子这
一项，每年他家就收入十几万元。据崇义
县林业局局长罗福生介绍，“山定权，树定
根，人定心”后，林农不用号召，纷纷全家
出动，植树造林。

崇义县的巨大变化，缘于近年来我国
在生态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的积极尝
试。生态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思路是，对
国土空间内的生态资源明确产权主体，确
保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处置做到
权有其主、主有其利、利有其责。

赵树丛表示，重点国有林区的生态

资源归中央政府所有，由国务院林业主
管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履行出资
人职责，由中央政府负责对林区内的山
水林田湖等所有生态资源进行系统规划
和综合治理，逐步实行管用分开，理顺
体制机制。对国有林场、森林公园和绝
大部分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沙漠公
园，建立由国家所有、中央政府委托省
级政府行使所有权并承担主体责任、由
地方政府分级管理的体制。对承包经营
的集体林，赋予农民对承包林地占有、
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
担保权能。

划定红线 严格监管

要建设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就得建
立健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划定林

业生态红线，是首先要做的工作。去年 7
月，国家林业局划定了林地和森林、湿地、
荒漠植被、物种四条红线。

“国际重要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要
纳入禁止开发区域。沙区植被要划定封
禁保护区域，严格管控开发建设活动。国
家公园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按照保护优
先、科学规划、依法管理、试点先行的原
则，稳步推进。”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
说，红线要落实到山头地块，并出台严格
的管制办法，确保守住生态红线。另外就
是健全林地保护制度，实行规划管理、定
额管理和用途管制，严格管控林地征占用
行为，完善公益林管理办法，严格控制公
益林、有林地转为建设用地。据了解，国
家林业局计划把天然林保护工程扩大到
全国。湿地保护制度、沙区植被封禁保育
制 度 、国 家 公 园 体 制 也 都 在 建 立 完 善
之中。

有了红线，还得有监测、监管作保障。
国家林业局正建立定期清查与年度监测相
衔接、国家监测与地方调查相协调、抽样调
查与区划调查相结合，覆盖森林、湿地、荒
漠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全国连续
清查调查制度，对森林资源实物量和价值
量的存量、变量进行科学核算，对影响自然
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安全

的开发建设项目进行生态风险评估，定期
公布监测评价结果。

生态补偿 多方扶持

自今年 4 月 1 日起，黑龙江林区已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彻底结束了长
达 60 年的木材生产历史。这得益于生态
补偿、财税金融扶持等配套政策的及时跟
上。张建龙介绍说，仅今年上半年，中央
财政就新增安排重点国有林区停止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试点补助 23.5亿元。

目前，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公益林政府赎买制度、湿地生态补偿制
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正加紧
完善。所有森林将逐步纳入补偿范围，根
据生态区位、资源状况实行分级分类补
偿。补偿标准与工资物价水平挂钩，实行
动态调整。对大江大河源头、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等生态区位极其重要的集体公益
林，由政府出资赎买或者用国有林进行置
换，交由国有林业单位经营管理。对承担
湿地保护和管理的地方政府和林业部门
给予财政补贴，对因保护湿地而造成损失
的给予相应经济补偿。

有了这一系列的措施，我们有理由相
信，明天林业生态一定更美！

建生态林业 筑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停伐之后，林城风景更好
——黑龙江省伊春市资源型城市转型调研

本报记者 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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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小兴安岭的核

心地带，有一座郁郁葱葱的

城市——伊春。为了源源不

断地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木

材，伊春自诞生之始就伴随

着伐木的号子。如今，伊春

又一次响应国家号召，逐步

减少木材产量，全面停止商

业性采伐。放下斧头，伊春

将如何发展？

7 月 20 日是辽宁省锦州市桃园村发放养老金
的日子，一大早，村委会就挤满了老人。刚领到
1000 元养老金的王福祥笑容满面。“有了这笔养老
金，我和老伴每个月增加 2000 元收入，生活宽松多
了!”他说。

这笔桃园村人的“养老金”，来源于征地补偿给
村集体的补偿款。2008 年，锦州城市南扩，渤海大
道修到了桃园村口，这里成了距离城市最近的炙手可
热之地。除了 2100 亩耕地和部分山地以外，桃园村
还有 5000 亩左右的未利用土地。征地开发后，村民
和村集体都得到了补偿款。

村里有了一笔补偿款，但这钱怎么用才最好？经
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给 50 岁以上的人每个月发
放生活补助。全村享受生活补助的人数 530 人，占村
里总人数 20%以上。

为了让补偿款能够细水长流，桃园村委会决定参
与开发入股，让钱生钱。桃园村支部书记韩中元说：

“开发搞好了，以后仅吃银行利息，就足以维持老人
的‘养老金’，村集体也有了一部分经营收入。”

除了发养老金，每逢过年过节，村里还给老人们
发米、面、油。据统计，从 2008 年到现在，桃园村
共发放生活补助 760余万元。

如今，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开始成为桃园村
补偿款支出的一部分。桃园村桃园小学的 126 名小学
生早饭和中午饭都由村里掏钱买单，每人每年还发一
套校服；村里成立了村集体卫生所，聘请两名医生，
免费为村民看病。

用好集体补偿款
本报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孟嘉多

进入 8 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又到了花椒丰

收的季节，以刘家峡库区沿岸为主的花椒主产区，红红

的花椒挂满枝头。花椒是临夏的特色经济作物，目前，

该州拥有花椒林总面积约 82 万亩。图为甘肃临夏回

族自治州永靖县三塬镇农民在采摘花椒。

史有东摄 （新华社发）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林业的地位至关重要。7 月 29 日，在

全国推进林业改革座谈会上，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说，要加快推进

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生态林业、民生林业的强

大功能，建立健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林业制度，创新和完善生态林

业、民生林业治理体系。现阶段，生态林业、民生林业该怎么建？

科技改良盐碱地
本报记者 乔金亮

科技改良盐碱地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逼出来的转型路

走进黑龙江省伊春市，无论是城内
街道、屋角，还是周边山中、水畔，到处都
是树。满眼的绿色让人感慨，这不是树
在城中栽，而是城在林中建。

这样一座森林城市曾经是新中国经
济建设的伐木主战场。人们这样形容砍
掉的树木：从 1958 年开发初期到现在，
仅伊春贡献的木材，如果装上火车一列
一列地连起来，可以从伊春一直排到海
南三亚；如果一棵一棵地连起来，可以从
地球到月球绕上好几个来回！

渐渐地，树倒了，山秃了，鸟儿少了，
欠债多了。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小兴
安岭森林蓄积量大幅下降，昔日“因林而
建、因林而兴”的伊春已“林竭而衰”，逐
步陷入了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两危”
境地。林城伊春醒悟：为了发展，我们向
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从 1998 年开
始，伊春林区逐步调减了木材产量，1997
年为 240 万立方米，到 2010 年已经减少
到 132 万立方米。2011 年，伊春全面停
止了森林主伐，只保留了 32 万立方米的

抚育伐和更新性采伐。2013 年底，伊春
宣布“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彻底放下
了斧头和锯。

伊春市委书记王爱文说，停伐之后，
不吃木材饭，老百姓吃什么？100 多万
林业相关人口怎么办？森林是我们的主
要资源，仍然要靠山吃山，但是要换一种
吃法。过去卖木材，对生态侵袭太厉
害。现在要发展林下经济、旅游等产业，
要在减少对生态破坏的前提下求发展，
这条路走对了会越走越宽，人民物质生
活得到改善的同时，水是干净的，空气是
没有污染的，生态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林上林下新做法

伊春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守着满
山的森林却一棵树都不能砍，只能挖掘
森林的生态效益。这种无形的资源富
矿究竟该如何开发？

在伊春市汤旺河林业局守虎山林
场，一只只黑色的野猪欢快地跑来跑
去。这些散养的野猪肉质鲜美，营养价
值高，市场需求旺盛。

2012 年，在伊春市和汤旺河区林业
局的支持下，理事长滕振生、监事长赵力

等牵头，15 户林场职工积极响应，筹资
100 多万元，挂牌成立了养殖野猪的专
业合作社。“从一开始的 100 多头，到现
在存栏量 1300 多头，年收益达到五六十
万元。”赵力说。

汤旺河区委书记冯玉胜告诉记者，
以前靠卖树计件的伐木工人现在搞起了
各种模式的林下经济，林场人均收入达
到 5 万元，远超汤旺河区全区的人均收
入 1.4万元。

有山的地方搞林下经济，平原地区
也有了特色产业。记者来到了伊春市友
好区的万亩蓝莓基地，这里是高寒地区，
引进的蓝莓品种个大、味甜。引进了多
家企业进行示范经营之后，基地成为了
伊春蓝莓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红蓝黑三色产业”正在伊春崛起。
红是红松子，蓝是蓝莓，黑是黑木耳。目
前，伊春营造和改培红松果林 2.27 万亩，
蓝莓蓝靛果等小浆果种植面积已达 4.9
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蓝莓繁育、种植、
加工、销售基地，黑木耳产量达 6.4 亿袋，
产量 2.7 万吨，在全国占有重要比重。黑
木耳、红松子、蓝莓都获得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去年，伊春市林下经济产
业实现附加值 42 亿元，已占林区生产总
值的 15%。

“让资源变成资产，还要研究资产化
后如何资本化。伊春现在开始搞水权交
易、排污权交易，以后还要搞碳汇交易。”
伊春市市委常委、秘书长安虎贲说。

守着森林再创业

在乌马河区伊东中心林场的职工侯
青春的新家，崭新的煤气灶发出蓝幽幽
的火苗，炖着的一锅鸡汤满屋飘香。这
燃气来自几百米外的生物质气化站，由
树枝、灌木、废弃食用菌培养袋等生物质
燃料通过热解干馏等工序产生，既环保
又节约成本。

看着燃烧的火苗，侯青春感慨地说：
“棚户区的生活终于翻过去了，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了！”

伐木工人原来所住的棚户区已无迹
可寻，但记者从侯青春的描述中了解到
伐木工当年的生活：30 至 50 平方米的小
屋，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吃饭靠烧
柴，取水靠井。

如今，像侯青春一样，林场大部分职
工都从山上迁出，搬进新社区。新家统
一供水、供电、供气，家用电器也置办一
新。不仅如此，有的林场职工还在新居
里搞起了家庭经营。

从黑龙江大庆前来伊春投资的石林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勇告诉记者，近
些年，伊春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生
态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休闲度假，也
引来了一批开发商在此投资。

“旅游成形了，可以鼓励居民搞庭院
经济，种些绿色农作物、做些特色手工艺
品、搞家庭餐饮等。”伊春市汤旺河区委
书记冯玉胜说。

漂亮的职工社区成为森林城市一道
独特的风景，家庭经营成为发展绿色经
济的一环，伐木工人走下山再创业，为这
座城市打响一张张生态牌。记者问搬迁
下山的伐木工人“停伐好不好”，他们说，

“挺好的，保护大自然，发展才能可持
续”，“不伐木了，还有别的可干，种木耳、
养猪、出去打工都能赚钱”。

据了解，停伐之后，伊春市拟将 218
个林场（所）调整为 121 个，撤销 99 个。
目前，全市已完成 55 个林场（所）的撤
并，搬迁居民 13127户、30025人。

这是一座森林覆盖率超过 86%的城
市，这里曾经因林而生，因林而兴，也差
点因林而衰。但是，这座城市今天走出
了一条种树护林、与林共舞的发展道路，
原本砍树的伐木工人如今在森林的荫蔽
下舒适地生活着。

这里是伊春，这座资源型城市正在
华丽转型。

甘肃临夏花椒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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