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日前在重庆市江津区西湖镇的綦江边拍摄

的中华秋沙鸭。

近日，三峡库区重庆市江津区綦江河畔发现数

只来此越冬的“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中华秋沙

鸭为中国特有鸟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曾 朗摄（新华社发）

三峡库区发现中华秋沙鸭日前，记者从哈尔滨出发，来到位于小
兴安岭西南麓的绥棱林业局五四林场，在
雪景的映衬下，这里仿佛世外桃源。五四
林场场长齐中玉告诉记者，他们共有林地
面积 10880 公顷，林场在 2013 年全面停止
商业性采伐后，又在山林内种植了 630 多
亩云杉和落叶，还对不适合种地的地方进
行退耕还林，成立了专业管护中队对林区
森林进行管护巡护。停伐近两年来，齐中
玉感受最深的是这里的空气清新了，野鸡、
野兔、狍子等野生动物多了，林场居民已不
再采伐新树用来烧柴，夏季暴雨时节的涨
水量逐渐减少，防洪效果得到了明显增强。

王春志曾经是五四林场的采伐工人。
全面停伐后，王春志在绥棱林业局的帮扶
下开了一家黄豆加工厂，雇佣 30 多名工
人。回忆当年的采伐工作，王春志深有感
触：“采伐一般都在冬季进行，要冒着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在山林中工作，每次上
山采伐都要在山林里住 20 多天，每天只有
70 多元的收入。如今小工厂每年的纯收

入能达到 60万元至 70万元。”
黑龙江绥棱林业局局长邓世军告诉记

者：“针对全面停伐的实际情况，绥棱林业
局坚持把加快产业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林区
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鼓励发展民营经济,
多种经营。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
以黑木耳、荷兰薯和山野猪、蜂、林蛙为主
的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产业群，2013 年产
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了 10 亿元大关，在职职
工年人均收入由 2010 年的 14909 元增长
到 23949元。”

离开五四林场，记者到达小兴安岭南
麓的兴隆林业局已经是下午 3 点多，夕晖
映照着山脚下的林海雪原。黑龙江兴隆林
业局副局长杨崇军表示：“兴隆林业局全面
封存了采伐设备，封停了集运材道，设立永
久栏杆，派专人把守，从源头上停止砍伐，
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加大巡护力度，开展
林地清理整治专项行动。”2014 年以来，黑
龙 江 兴 隆 林 业 局 侦 破 各 类 森 林 案 件 比
2013 年同期减少三分之一，森林管护力度

取得显著提升。
走进兴隆贮木场，大片的食用菌包堆

满了整片林场。在这里工作 24 年的工人
武沿伟告诉记者：“这里原本是木材堆积
地、中转站。停伐以后，食用菌大棚取代了
原来的楞垛，贮木场职工也从木材加工工
人变为食用菌加工工人。”2014 年，兴隆林
业局建设兴贮菌包厂及百栋挂袋木耳大
棚，实行市场化运营、公司化管理，兴隆贮
木场实现了全场转型、全员创业。

在兴隆林业局山下不远处的生态公园
内，一台老式蒸汽火车停放在铁轨上，不少
游客都在火车前合影留念。全面停伐后，
兴隆林业局保留了从山上运木材的铁轨，
准备打造森林小火车旅游专线，大力发展
森林生态游。兴隆林业局森铁管理处刘海
涛告诉记者：“这条森林小火车窄轨铁路全
长 188 公里，已经被上海吉尼斯大世界认
定为全世界最长的森铁窄轨铁路。”目前，
兴隆林业局正在对全局旅游景区实施整体
打造，成立旅游集团，实施股份经营。

再 见 ，木 头 经 济
——小兴安岭林区见闻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徐 露

竹海茫茫，寂然无声。忽然，一阵
轻微的“咔嚓”声从密林深处传来。护
林员循声蹑手蹑脚钻进竹林，一个长着
圆圆脑袋、黑黑耳朵，还戴着“墨镜”
的毛茸茸的大家伙闯入眼帘。

“2000 年全国第三次大熊猫普查，
保护区那么多调查员进山，摸了那么
久，竟没找到一只实体。当时卧龙 143
只熊猫的统计数据，是根据粪便等痕迹
推算出的。现在居然让我亲眼见到！真
得感谢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卧龙自然
保护区三江保护站站长施晓刚激动地对

《经济日报》 记者说。
1998 年，我国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

工程，选取部分林区试点停伐，16 年来
综合效益显著。今年 1 月 5 日，在全国林
业厅局长会议上，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
丛宣布：“所有天然林都要纳入保护范
围，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要果断停止。”这
条重磅信息意味着，我国天然林停伐将
从局部试点，转向全面铺开，也意味着
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即将跨入历史新
阶段。

天然林仅余18.28 亿亩

历经千百年持续砍伐，我们还剩多
少天然林呢？国家林业局有一组数据：
目前，我国共有 18.28 亿亩天然林，蓄积
木材 122.96 亿立方米，占森林木材总蓄
积量的 83%。

这 18.28 亿亩天然林，有 9.17 亿亩
已经纳入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范围，占
全国天然林的一半以上。1998 年，我国
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工程涵盖长
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和东北、内蒙
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工程实施 16 年来，
17.32 亿亩森林得到有效保护，生态功
能明显改善，水源涵养功能明显增强，
水土流失面积逐年减少，野生动植物种
群不断增加。

最近，卧龙自然保护区三江保护站
10 台布设在野外的红外相机，采集到大
熊猫、水鹿、金丝猴、黑熊、毛冠鹿、
藏酋猴等野生动物 14 种，获取不同野生
动物有效照片 463 张。“如此高的捕获
率，说明卧龙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的多
样性、栖息地环境的完整性得到了有效
保护。”施晓刚说。

前不久进行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
清查结果显示，全国天然林面积增加了
3225 万亩，天然林蓄积增加了 8.94 亿立
方米。其中，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天
然林面积增加了 2835 万亩，占天然林面
积的 88%。

海南长臂猿栖息在海南省霸王岭，
1998 年之前只剩 8 只，被列为极度濒危
世界灵长类野生动物之首。霸王岭被列
入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后，海南长臂
猿如今已增至 23 只以上。分布于秦岭的
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现象不断改善，种
群数量由 10 年前的 275 只增加到现在的
300 多只。朱鹮种群自然分布区野外种
群由 2007 年的 550 多只增加到 1200 多
只。东北林区野生东北虎频繁出现。

“在许多工程区，已消失多年的狼、

狐狸、金钱豹、鹰、梅花鹿、锦鸡等飞
禽走兽重新出现。这些都说明，天然林
资源保护工程成效卓著。”国家林业局天
然林保护工程管理中心主任孙国吉说。

森林生态系统仍脆弱

前不久，黑龙江省森工总局东京城
林业地区管护站，发生了一起野生东北
虎吃马事件。“龙江森工林区试点全面停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半年多，就发现了
野生东北虎，说明全面停伐确有必要。”
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局长魏殿生说。据了
解，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来，东
京城林业局森林资源得到恢复，黑熊、
鹿、狍子等动物数量逐年增加。2014 年
4 月，国家林业局在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
开展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
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持续 175 年的采伐
历史到此终结，完成从森林采伐到生态
保护的转型。

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只是全国停止天然林商
业性采伐的序曲。虽然天然林资源保护
工程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我国仍有 9 亿
多亩天然林没有纳入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范围。森林质量不高、生态系统脆
弱、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等问
题依然严峻。

“一些地方把天然林看作杂木林，实
行毁林造林，有的甚至把天然林开垦成
耕地。这些行为要坚决禁止！要把所有
天然林都纳入保护范围，划定保护红
线，加快制定 《天然林保护条例》。要从
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实现永
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理解中央的战
略决策，加快制定全国天然林保护实施
方案。”孙国吉说。

据国家林业局统计，过去 60 多年，
全 国 已 采 伐 天 然 林 木 材 约 110 亿 立 方
米。天然林资源保护一期工程停止了长
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天然林商业性
采伐，大幅度调减了东北、内蒙古等重
点国有林区天然林采伐量。工程区年均
减少了天然林木材采伐 1760 万立方米，
累计减少天然林资源消耗 4.25 亿立方
米。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每年木材
采伐量，又由一期的 1094 万立方米，进
一步调减到 402 万立方米。目前，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区天然林采伐量，每年
虽然只有 256 万立方米，但全国天然林
年采伐量仍高达 4994万立方米。

天然林是我国森林资源的精华，是
自然界中结构最复杂、群落最稳定、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功能最强的生态
系统，对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
性、保障水资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按中央部署，所有
天然林都要纳入保护范围，商业性采伐
必须果断停止。

变“卖山头”为“卖生态”

记者了解到，我国天然林全面停止
商业性采伐将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在
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扩大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第二步是，在
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停止国有林场
和其他国有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第
三步是，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天然林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必须
解决木材替代供应问题。“木材供给问题
不解决，天然林就保不住。维护生态安
全，保障木材供给，是发展生态林业、
民生林业的主要任务。”国家林业局天然
林保护工程管理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

国家林业局正考虑配套建立国家用材林
储备制度。“可把世界银行贷款造林的成
功模式嫁接到国内，争取由国家开发银
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1000
亿元，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贴息，由地方
林业部门组织经营主体实施，由国家林
业局和相关金融机构制定标准并负责监
管。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木材储备生产基
地，全面实现由采伐天然林到采伐人工
林的历史性转变。”

木材替代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保护
成本问题。任何一项决策，要落到实
处，都需要考量运行成本和综合效益。
天然林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保护、维
护费用不菲，如何实现可持续呢？孙国
吉认为，成本和效益问题可通过提升天
然林生态、旅游功能来解决。

如今，森林旅游日益受到都市居民的
青睐。目前，全国各类森林旅游景区数量
超过 7500 处，森林旅游年接待游客超过 7
亿人次，约占国内旅游人数的四分之一，
创造的社会综合产值近 5000 亿元。据国
家林业局不完全统计，我国森林公园旅游
已 惠 及 3000 多 个 乡 15000 多 个 村 近
3000 万农民，直接吸纳 60 多万农村人口
就业。

“很多林区变‘砍树’为‘看树’，变‘卖
山头’为‘卖生态’，变‘卖木材’为‘卖景
观’。通过发展森林旅游，许多穷乡僻壤
成了旅游胜地。森林旅游景区成了当地
的名片。”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
室森林旅游管理处处长陈鑫峰说。

赵树丛表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
性采伐是一项重大政策。各地要加强调
研，结合编制“十三五”采伐限额，深
入研究停伐后的配套政策、措施，确保
停伐后木材供给有来源、林业职工就业
有保障、林农收入不减少、林区民生有
改善。

天然林全面停伐天然林全面停伐 政策该如何落地政策该如何落地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出拉萨，向西车行 40 分钟，可以看到蓝天之下、
群山之间，有一个民居整饬、草长稞壮的村庄。这是
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岗堆镇的吉纳村，村民扎西是
个年过 50 的汉子，见记者采访中科院的专家来村里
蹲点的事，他高兴地直夸好。“村里牛羊壮了，草场好
了，家里收入增加了，我们看到了科学的力量。”

来自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年轻工程
师孙维，在这里一扎几年，终于改变了这里千百年来
散养动物的习惯，将 251 户农户的土地集中流转出
来，建设了 350 多亩人工草地，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
社，开展现代农牧结合适度规模经营示范。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合作社建立了奶牛集中
养殖场，购置了大型拖拉机等农业机械，规模化种植
优质人工牧草，还 3 次选派关键岗位人员赴内地学
习培训。孙维说：“这里的牛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
是矿泉水，能以高出一般牛羊肉几倍的价格打入内
地市场。2013 年合作社实现现金分红，户均增加现
金收入 1234元，农牧民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

类似的事情不只在一个村出现。在林周县白朗
村，过去绵羊天天爬山啃草，吃进的草补不上高海拔
运动掉的膘。2012 年底中科院专家到此蹲点，帮助
村民引种了黑麦草、绿麦草等优质牧草，绵羊在这些
人工草地上每天只需放牧 3 小时，一年后，这里的羊
就变成了“懒羊”，也变成了肥羊，出栏率显著提高。

在这里开展草地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技术集
成示范工作的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的武俊喜博士说，
草地退化是制约农牧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
带领农户改良草地，修建水渠，采用放牧加补饲绵羊
养殖技术，一年下来，农户户均增收 2000 元。通过
努力，白朗村绵羊出栏率从 11%提高到 30%，原本
退化的草地产草量提高两倍。”

而在林芝地区的章麦村，中科院地理所副研究
员沈振西等专家结合当地地形，为村民们选择了一
条玉米田养鹅和林下大规模养殖藏香猪的路子。

这三个村，是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牵头实施的西藏农牧民增收技术示范项目试点
村，分别代表了西藏地区的城郊村、半农半牧村、农
业村三种不同村庄类型。

西藏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农牧民增收
困难，高原生态环境也很脆弱。“希望在确保高原生态
环境良好的底线上，找出一个可以大规模复制的农牧
民增收范本。”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孟德利说。

西藏农牧民增收项目就这样依托中科院拉萨农
业生态试验站和西藏高原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展
开。“现代农牧结合以草地农业系统理论为指导，旨
在提高饲草生产力、草畜转化效率，降低天然草地放
牧压力，是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拉萨农
业生态试验站副站长余成群说，“我们是根据西藏当
地村庄的资源禀赋特点，引入适宜科技并重组生产
要素，建设西藏农区现代可持续生态畜牧业发展典
型样板。”

2012 年底才开始的这个项目，由中科院投入资
金 858 万元，力推产业化平台建设、现代农牧结合技
术体系构建和人才培养，加快了农牧民增收步伐。
据了解，项目首年涉及三个示范村 415 户、2170 人
共实现新增经济收益 88.3 万元，户均增收 2128 元，
下一步，辐射人群将扩大，达到户均增收 6000元。

“从目前实施效果来看，所有的创新和尝试都取
得了显著成效，预示着项目有广阔的推广前景。”余
成群表示，希望能进一步完善设计，努力将其打造成
具有里程碑式的农业科研推广示范项目。

西藏：

科 技 促 增 收
高 原 富 又 美

本报记者 佘惠敏

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林区

是中国面积最大、森林积蓄

量最多、国有林业最集中的

森林生态功能区和木材资源

战略储备基地。由于长期高

强度采伐木材，大小兴安岭

林区与开发初期相比，林缘

向 北 退 缩 了 100 多 公 里 。

2013 年，大小兴安岭林区收

起砍伐的斧头、电锯，加强林

区生态环境保护,从以木材

销售为主的“木头经济”，走

上了以旅游业、绿色食品产

业、林下经济等多种产业并

举的生态经济道路。

纳吉村农牧结合示范基地里，集中饲养的奶牛

产奶效率更高。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