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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加快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

让生态美百姓富不是梦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梁世芳

河北承德加快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

让生态美百姓富不是梦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梁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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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华北绿肺”之称的河北承德，是京津冀重要水源地。“承德的好山
好水来之不易。”承德市市委书记郑雪碧说，承德一直秉持着“把风沙挡在
承德，把净水送给京津”的决心，加快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风沙源治理等
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打造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

承德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确实起到了为京津阻沙源、涵水源的巨大作用，
但是自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也受到严重制约。时至今日，承德市8个县

全是国家、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市378万人口中仍有75万贫困人口。
如何处理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郑雪碧说：“把生态建设和经

济发展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关键在人、在思
路、在理念。承德绝对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不能继续走‘守
着绿水青山苦熬’的穷路，必须走出一条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既要
生态美也要百姓富的发展新路。”

发展绿色产业

“只要思路对头、找准路径，找准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完全
能够实现发展与生态、富裕与美丽的双
赢。承德这几年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
点。”承德市长赵风楼言语中透着自信，
经过最近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承德走出
了一条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
化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新型
绿色产业之路。

在承德，最具代表性的绿色产业是
山杏产业。在“中国山杏之乡”平泉县，
山杏林不仅为平泉的沟沟坎坎增绿添
色，成为平泉人的“摇钱树”，还带起了一
个生机勃勃的产业。平泉县委书记董正

国介绍，在水土流失较严重的阳坡地段，
营造 10 万亩山杏林，每年可减少土壤流
失 30 万吨，生态效益显著。现在全县山
杏面积达 67 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提高
了 13.6 个 百 分 点 ，达 到 56.2% 。 2013
年，该县山杏产业产值达到 8.98 亿元，
带动 19 个乡镇 2 万多户、7.5 万人就业，
农民靠山杏人均增收 600元。

带给人们惊喜的绿色产业还有旅游
业。从承德市区驱车南行，约 30 公里，
便到鹰手营子矿区。这里在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很是辉煌，年产铜量占全国
四分之一、原煤产量占全省十五分之
一。2009 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资源

枯竭城市后，该区面对“山体千疮百孔、
矿区废墟一片”的局面，大力实施“改变
黑色印象，实现绿色崛起”战略，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

经过 5 年的艰苦奋斗，鹰手营子矿
区森林覆盖率达65.68%，形成了以板栗、
山楂等为重点的林果业，以食用菌、设施
菜为重点的菌菜业，以果品加工业、生态
休闲旅游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了
由采矿为主的黑色产业向食品为主的绿
色产业转变。“真没有想到绿水青山这样
吸引人，来我们这里避暑、游玩的外地人
越来越多，我家的‘农家乐’开业还不到半
年就接待了五千多人，纯收入达 9 万多
元。”从矿业转向农业的张富贵高兴地说。

依托越来越秀美的青山绿水和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承德全力打造第一战
略支撑产业——休闲旅游服务业。2013
年，实施了总投资 845 亿元的 43 个休闲
旅游项目建设。今年，谋划实施3亿元以
上绿色服务项目 22 个、总投资 416.5 亿
元，开工项目12个、总投资 215.7亿元。

冬日的佳木斯雪花飘飘，室外气温最
低达到零下 14 摄氏度，最高温度也已经
低于零下，但只要走进市民家中，室内基
本保持在零上 18至 22摄氏度之间。

达尔凯（佳木斯）城市供热有限公
司总经理杜鹏说：“佳木斯供热季从 10
月 15 日 到 次 年 4 月 15 日 共 计 183 天 。
我们是中国第一个在城市供热领域实
行 PPP（公私合营）中外企业合作项目，
2007 年以来我们的供热客户已经从项
目初期 6 万户发展到 14.5 万户，增长率
142%。”

在许多国家，供热这样由政府主导的
公共服务多是赔钱经营，在 2007年之前，
佳木斯政府每年的供热投入达到 2000万
元。与达尔凯（佳木斯）实施PPP模式，再
加上 2008 年获得亚洲开发银行 2 亿美
元贷款，现在佳木斯政府每年供暖季不

仅一分钱不出，经营企业还赚到了钱。
杜鹏说：“法国达尔凯公司作为全球

能源解决方案的专家，把在全球运营中积
累的丰富经验以及不断创新的企业管理
理念和运作方式带到了佳木斯城市供热
服务中。运营 7 年来，已经连续 3 年盈
利，今年将继续盈利，弥补以前年度全部
成本后尚有盈余。从今后的战略计划上
看，项目依然是可持续性盈利的。”

从事供热行业的人都知道，供热系统
的产业链是由热源、热量分配和输送机客
户采暖系统这三个关键的环节组成的。
在整个产业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都会导致供热效果的不尽如人意。达
尔凯（佳木斯）公司如何做到在政府不补
贴、热价不涨的情况下，实现企业可持续
盈利的呢？

记者随着杜鹏走进金港湾一座小区

内的换热站，实地了解达尔凯（佳木斯）
通过供热系统改革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做
法。达尔凯（佳木斯）首先投资 7000 万
元进行供热系统的初步改造，拆除了原
来许多居民区因供热不足自建的小锅
炉，改建新建换热站 106 余处，并于当年
10 月 15 日全面开栓供热。截至 2013 年
底，达尔凯（佳木斯）供热工程累计投资
总额达到 4.9 亿元，投资新建换热站 290
座，315 套换热机组，投资 1.3 亿元扩建
主干管网 77 公里，投资 7800万元购置供
热设备。

记者在换热站看到了那台冷热水“约
会”点的换热机组。达尔凯（佳木斯）将
原热力公司运行 20 余年的直接供热方
式，彻底改造为二次间接供热，即来自电
厂 70 度的热水通过热力点直接分送到
用户的室内系统，现在则是通过换热站

换热后，将 37 度的热水再送到用户的室
内系统。杜鹏说：“直供改为间供，既解
决了管网水质问题，同时缩短了用户与
电厂首站间的供热半径，极大地改善了
热力失调问题，同时提高了供热的安全
系数。我们还在控制方式上进行了改
变，原供回水温度是根据日平均气温而
定，先采用室外测温箱采集室外温度数
据下传到每个换热站，通过自动控制系
统来实时调整不同室外温度下所对应的
供回水温度，使用户室内温度保持恒定，
既提高了供热品质又节能，使换热站真
正实现了自动控制和无人值守。”

截至今年 10 月，达尔凯（佳木斯）减
排了 5179.5 吨氮氧化物、10358.99 吨二
氧化硫和 271661.97 吨二氧化碳，节约标
煤 106056.36 吨。为此，佳木斯荣获了国
际能源总署颁发的“气候贡献奖”。

在政府不补贴、热价不涨的情况下，供热企业如何盈利？达尔凯（佳木斯）城市

供热公司告诉你——

冬季供暖如何节能增效
本报记者 陈 颐

打造绿色环境

生态走廊

人在现场

首届国际白鹤论坛在江西共青城开幕

承德地处“四河之源（滦河、潮河、辽
河、大凌河）、两库(潘家口、密云)上游、
两沙区(内蒙古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
前沿”。为了确保输送给京津冀一渠清
水，近年来承德对潮河流域 7.1 万亩稻
田实行“稻改旱”，年节水 3550 万立方
米，节水量相当于 3个半西湖。

居住在潮河岸边的丰宁县南关蒙古
族乡长阁村农民孟宪堂说：“住在密云水
库上游，不能光顾自个儿。以前，我家种
10多亩地的稻子，挺实惠。由于太费水，
打农药施化肥又对水有污染。如今，不种
稻子改种玉米了，虽然每亩年最低减少
七八百元的收入，但保障了首都用水。”

“稻改旱”只是承德不断加大生态文
明建设力度的一个缩影。2000 年以来，
承德强力实施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治理
滦河、潮河流域水土流失 5750 平方公
里；相继实施了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
理等林业重点工程，初步建成了滦潮河
上游水源涵养林、沿边沿坝防风固沙林
等五大防护林。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 56.7% ，项 目 区 林 草 覆 盖 率 从 平 均
35%提高到 75%，坝上沙化面积减少到
713 万亩，比上世纪 80 年代减少 36.8%，
涵养水源能力比建国初期提高 20倍。

“为京津冀涵养水源，既是中央对承
德的要求，也是承德人民的理性抉择。”
郑雪碧说。全市已建起水库 101 座、塘
坝 325 座，蓄水工程总库容 4.1 亿立方
米。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37.6 亿立方
米，平均每年向北京市供水 4.73 亿立方
米，向天津市供水 5.4亿立方米。

2013 年，承德市实行“河长制”，凡
是流经所属县区的水，从保护、监测到
治理、排放全程负责，出现污染问题由

“河长”负总责。今年，承德市又实施
“千湖工程”，力争通过 5 到 10 年的努
力，新建水库 105 座、塘坝 416 座，使全
市 水 面 面 积 从 834 平 方 公 里 增 加 到
1279 平方公里，总库容从 4.1 亿立方米
提高到 22.8 亿立方米，水资源控制率从
3%提高到 60.6%，为京津再增加 6 亿立
方米以上应急战备水源。

面对加快发展的压力，承德的决策
者和民众头脑清醒：生态是承德最大的
优势，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来换取一时的
经济增长。保证发展速度不减、守牢生
态屏障不退，是承德发展的“两条底线”。

长期以来，由于不少地方片面追求
GDP 增长，上了许多“政绩工程”，引进
项目时片面强调经济贡献，致使一些地
方“财政数字向上涨、环境指标往下掉”。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
时强调要给 GDP 松绑，不以 GDP 论英
雄。郑雪碧说：“对承德这个欠发达、总
量小、实力弱的地区来讲，给 GDP 松绑，

只能说质量效益的‘夹板’更紧了，对发
展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加快经济转型升
级的任务更重了。”这“一松一紧”，转变
的不只是发展观念，更是执政理念。

作为京津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承德，
把生态建设提到“生命线”的高度，不断
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研究建
立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长效
机制，强化对绿色发展的刚性约束，打好
工业污染、燃煤削减、机动车尾气污染、
扬尘污染和油烟排放“五大治理攻坚
战”，继续保持华北最优、独具魅力的生
态环境，持续实施“绿色考核体系”。

根据各县区主体功能区规划上的差
异情况，进一步完善“绿色 GDP”考核制
度，实行分类考核评价的“绿色考核体
系”。赵风楼介绍：要进一步完善符合科
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县和市直
部门以及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实行生态
红线管控制度，按照主体功能区划要求，
合理确定重点产业发展布局、结构和规
模，实施更加严格的生态功能区产业环
境准入标准。

考 核 导 向 变 了 ，考 核 标 准 改 了 ；
GDP 松绑了，质量效益要求紧了。“绿色
考核体系”成为承德在新起点上引领全
市 上 下 开 放 创 新 、绿 色 崛 起 的“ 指 挥
棒”。郑雪碧说：“我们要加快转变发展
方式，大力发展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环保要求的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壮
大那些带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高
端、优质、现代产业，让‘绿水青山’成为

‘金山银山’，让百姓生活得更加殷实、更
加幸福。”

实施绿色考核

承德力争通过 5到 10年

的努力，为京津再增加6亿立

方米以上应急战备水源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找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

护的最佳结合点

保证发展速度不减、守牢生态屏障不退，是承德发展的“两

条底线”

“回归自然”是人类永恒的情结，生态旅游必须严格

遵守自然规律，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旅

游应当是一种有节制的旅游，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也必定

是一种有节制的发展。

在生态旅游中，森林旅游是一个分支，如果人类对森

林过度干扰就会引发森林退化，容易看到的现象如土壤

表层或灌草植被层受到过度践踏或机械破坏后，常常引

发沟蚀形式的水土流失等。

山东是个少林省份，一直没有保护森林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2008 年 1 月 14 日，国务院为保护中国赤松原

生地和暖温带东部沿海具有独特特征的森林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公布建立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现了山

东省无森林生态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零突破。作为

中国赤松的原生地和天然分布中心，昆嵛山以其独有的物

种优势，加上几代昆嵛山人的精心管护，最终脱颖而出成为

山东省目前唯一的森林生态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

嵛山的土层非常贫瘠，很多松树都生长在岩石缝隙，外部

低矮山区由于历史上人类对灌草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

失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所以，昆嵛山

进行生态旅游开发时，在规划上要慎之又慎。

开展森林生态旅游是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行

动。然而，近十几年来借开展森林生态旅游为名，以获取

短期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森林资源开发比比皆是，与生态

文明背道而驰。这类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以招商引资

为名的所谓“资源开发”“打造、包装”，是对生态旅游的歪

曲，是低俗商业利益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侵蚀。

世界森林研究所等曾组织动员了90多名专家，用了5

年时间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起原始天然林数据

库。这个数据库根据原始天然林的拥有量将国家划分为四

类，即完全丧失、基本丧失、保留甚少和有较多原始天然林。

中国属于基本丧失这一类。所以，为子孙后代留下这屈指可

数、弥足珍贵的原生森林生态系统是当务之急。我们应瞄准

世界生态旅游业领先水平，以南美洲哥斯达黎加和美国黄石

公园生态旅游业为模式，“消除人工痕迹”，打造“原生态、纯

自然”的生态旅游胜地，并将之作为森林旅游的努力方

向。 （作者系山东省烟台市昆嵛山保护区工委书记）

生态旅游也要有节制

于善栋

本报讯 记者杜铭报道：16 日至 18 日，首届国际白
鹤论坛在江西省共青城市举行。论坛吸引和聚集了国内
外鸟类保护专家、学者，围绕白鹤的保护、人工繁殖、迁徙
追踪方法、栖息地保护和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交流，为白鹤
的研究与保护提供一个开放、自由的交流平台。

据介绍，白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鸟类红皮书
列为极危物种，也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目前仅存数
千只。鄱阳湖是白鹤的主要越冬地。鄱阳湖保护区管理
局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到鄱阳湖越冬的白鹤数量已
达 3000多只，占全球白鹤总数的 98％。

河北省赤城县雕鄂镇屯军堡村通过药材、草和果树

套种的方式，提高土地肥力，减少水土流失，不仅改善了

生态环境，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图为河北农科院

专家在查看药材长势。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承德承德将将休闲旅游服务业作为第一战略支撑产业全力打造休闲旅游服务业作为第一战略支撑产业全力打造。。今年今年，，谋划实施谋划实施33亿元以上绿色服务项目亿元以上绿色服务项目2222个个、、总投资总投资416416..55亿元亿元，，

开工项目开工项目1212个个、、总投资总投资215215..77亿元亿元。。图为避暑山庄图为避暑山庄。。 梁世芳梁世芳摄摄

目前承德森林覆盖率达到 56.7%，

坝上沙化面积减少到 713 万亩，比上世

纪 80 年代减少 36.8%，涵养水源能力比

建国初期提高 20 倍。图为承德围场坝上

风光。 梁世芳摄

福建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办法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日前，《福建省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正式发布实施，其
中对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任务进行百分制的打分规定，
考核不达标的直接计零分。

该办法列举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表
中，共有 10 大项 28 小项的指标分值。其中，燃煤小锅炉
淘汰与淘汰黄标车这两小项的分值就达到 8 分和 7 分，
分列考核分值的前两名。如果完不成工作目标的 60%、
70%，考核就将记零分。未通过年度考核的地区，将被暂
停该地区有关责任城市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
环评文件审批。必要时，省政府领导还将约谈设区市人
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

日前，在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英塔木

乡的疣鼻天鹅越冬栖息地保护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专

家为5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疣鼻天鹅安装卫星追踪器，以此

来研究疣鼻天鹅种群的繁殖地和迁徙路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