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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来亩的泥地，20 多头野猪在撒欢。在位于广西
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的绿滋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野猪
运动场里，找不到野猪粪便，也闻不到任何异味，就连
苍蝇也难觅踪影。

环绕野猪“运动场”的是 600 亩火龙果种植基地。
“地里的肥料都来自养殖场牲畜每日排放的粪便，通过
水体发酵，粪尿转换成富营养的有机肥。”绿滋宝种养
基地负责人李厚儒说。将粪便转化成有机肥，大大降低
了养殖污染，也减少了农作物肥料的费用投入。“基地
从建立之初起，就建了沼气池。粪便不仅能当肥料，产
生的沼气还供基地内员工生活使用。现在，整个基地就
是一个绿色循环的生态圈！”李厚儒自豪地说。

垃圾少，环境好，空气清新，这是记者在基地走
访时留下的深刻印象。“基地打造的是绿色食品，对
农药的用量有严格要求。如果地里随处丢弃农药瓶
袋，会导致残余的农药流入地里。”李厚儒对绿色生
产认识深刻。

过去，基地扔农药瓶的现象一直存在。从去年 4 月
份起，伶俐镇开展了“清洁田园”活动，绿滋宝抓住契
机，在基地醒目位置设置清洁告示牌，对员工进行宣传
教育，并邀请农业技术干部对基地的技术员进行清洁技
术培训。此后，农药瓶再也不见了。

在伶俐镇，受益于“清洁田园”活动的远远不止
绿滋宝。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成为了这一活动的参与
者、受益者。据了解，伶俐镇政府利用传统圩日、会
议、培训班、《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等形式对
农民群众进行宣传，并带领群众在田间地头清捡农
药、化肥包装物等农业生产垃圾。“‘清洁田园’专
项整治，从源头上减少了生产垃圾，减轻了农业面源
污染，真正做到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
伶俐镇副镇长闭其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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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者赖 永 峰 刘 兴报道：森林覆盖率
63.1%、湿地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21.87%、地表水监
测断面水质达标率达 80.8%、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达到国
家Ⅱ级以上标准⋯⋯交出生态文明建设如此亮丽答卷的
同时，江西省也在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促进经济与
生态协调发展。

近年来，江西省按照“建成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
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
区”的要求，持续巩固生态环境优势，扎实推进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初步走出了颇具特色的协调发展之路。

立足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
优势，江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
服务业，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全力打造绿色
品牌。为此，该省实施了以主攻 10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中心任务的科技创新“六个一”工程，形成了南昌航
空城和半导体照明基地、景德镇陶瓷科技城、新余新能
源科技城、抚州生物医药、共青数字科技城等科技特色
产业基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是
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省比重达到 68%。

今年上半年，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70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4.1%；接待游客总人
数超过 1.5 亿，旅游总收入为 1124.6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25.31%和 36.12%，绿色生态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我们将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着力发展绿色低碳
生态经济，着力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争
做生态文明的先行者，把江西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的示范
区。”江西省省长鹿心社说。

江西：

产业转向“绿”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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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报道：我国首个专为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而设的律师法律服务团队——“生态文明
律师服务团”日前在贵阳正式成立。

这个由 35 名执业律师组成的律师服务团队，将为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提供法律咨询、法律顾问等
服务，制定法律风险防范预案、代理诉讼等。贵州省
司法厅厅长吴跃认为，此举将有助于社会各方依法解
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法律问题，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营造良好的法治、政策环境。

作为正在建设中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贵州省
一向重视以法律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早在 2007
年，贵州就尝试设立了贵阳、清镇两个环保法庭，专
门负责审理生态环境案件。2013 年，贵州全省法院共
审结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刑事、行政案件 1547 件；

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
盗伐滥伐林木等犯罪嫌疑人 495 人，提起公诉 1172
人，查办生态环境领域职务犯罪 140 人。今年 4 月，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审判庭、人民检察
院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处、公安厅生态环境安全保卫总
队先后挂牌。

在积极建设环境保护执法司法体系的同时，贵州
省加强生态立法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法制化
轨道。今年 5 月，《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 通
过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我国首部省级生态文明建设
条例。《条例》 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对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区域的禁止开发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实行永久性保护，确保红线区域
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0%以上。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启动了首批 57 个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并要求先行示范区实践

探索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体现生态文明要

求的领导干部评价考核体系、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

测预警、资源高效节约利用等 30 多项创新性制度。

把制度创新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核心任

务，探索生态环境建设的制度性解决方案，是建设

美丽中国，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

新格局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大亮点。

多年来，“边污染、边治理”，甚至“只污染、不

治理”的现象突出。这与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缺乏强

而有力的制度性保障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正处于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要彻底转变粗放的发

展方式，走上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彻底扭转“重经济

效益、轻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问题，关键在于筑

起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堤坝。

今年以来，国家推出了不少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政策措施。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 （试行）》，确立了实

行最严格的责任与考核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出

台并完善居民用水、用气、用电的阶梯价格政策，用

价格杠杆培养居民节约意识；通过对部分产能过剩行

业实行更严格的差别电价政策，加速推动相关行业转

型升级或淘汰出局。随着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今年

上半年，我国各项减排工程如期推进，4 种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持续下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

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

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总的来看，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就要健全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形成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

管制界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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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编制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

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

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改革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

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

行政执法，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

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态文明建设既事关发展方式，又事关人民福

祉，只有筑牢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防护墙，“美丽中

国”才能“梦想成真”。而在加强制度探索和创新的

同时，也要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抓好政策

措施和规章制度的建设和落实，不能让制度创新成为

“花架子”。

守 牢 生 态 底 线 靠 制 度
林火灿

贵州：

“ 法 律 服 务 ”守 护 绿 水 青 山

河北：

结构调向“轻”与“优”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虽然今年上半年河北经

济增速明显下滑，但可喜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迅速。今年上半
年，河北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19.1%，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到 12.5%，创下多年来新高。

河北正经历严峻的考验，一二季度经济低开低
走，GDP 增长仅为 4.2%和 5.8%，这是河北近 20 年来
的历史新低。但为了把生态环境治理好、摘掉空气污
染的“黑帽子”，全省上下强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说：“我们宁可牺牲 GDP，也要
干好这件事！”

为此，河北专门出台了化解过剩产能“四个一批”
的方案，决定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市场、科技等手
段，促使过剩产能退出市场。仅去年以来，河北关停整
顿了 8000 多家各类企业，拆除 3.5 万座燃煤小锅炉，
压减水泥产能 2200 多万吨。今年上半年，河北高耗能
产品产量有明显下降，其中生铁下降 4.8%，粗钢下降
2.9%，水泥下降了 15%。

在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的同时，河北加快推进传
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
2013 年，河北新增科技型企业 800 多家。今年上半
年，河北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明显。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能耗比上年同期下降 4.9%，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同比下降 9.09%，超额完成年度下降 6%的目标。

上图 7 月 25 日，游客在辽宁盘锦著名旅游风景区红

海滩观赏大自然美景。 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摄

左图 太湖畔，茶园美丽如画。 （资料图片）

下图 浙江省温州市珊溪水库水面清澈。据了解，该

水库是温州 500 多万人的饮用水源，温州实施整治工程，使

入库污染物减少 60%以上，水质达到优质。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近日，环境保护部发布了今
年上半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
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环保部有
关负责人指出，与去年同期相比，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相关措施的陆续落实和气象条件利好影响，
74 个城市总体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环保部数据显示，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和 74 个城市平
均达标天数比例由 58.7%上升为 60.3%，提高 1.6 个百分
点，PM2.5、PM10、SO2、CO 等污染物浓度均不同程度下
降。其中，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有所改善，13 个城市达
标天数比例提高 3.2 个百分点；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
域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比去年略有下降。空气重污染
发生的频次、持续的时间和污染的强度均明显降低。

另据介绍，2014 年上半年，74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
比例为 60.3%。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39.7%，其中轻度
污染占 24.1%，中度污染占 8.1%，重度污染占 5.8%，严重
污染占 1.7%。主要污染物为 PM2.5，其次为 PM10等。

上半年——

74 城市总体空气质量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