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人间五月天，乘船沿江苏
镇江境内的长江顺流而下，只见一
边的岸线上码头林立、桅杆穿梭，隔
江相望的扬中市却是杨柳随风，芦
苇飘荡，一片苍翠点染江岸。

“从‘水上花园城市’到‘国家级
生态示范区’，多年来我们坚持绿色
发展战略，在生态资源的利用上，保
护大长江，不搞大开发，向‘黄金岸
线’要‘黄金效益。’”扬中市委书记
潘早云说。

扬中是长江中的一座“岛城”，
四面环水，有“江中明珠”之称，总面
积达33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3万，
北与扬州、泰州倚江而对，南与镇
江、常州一衣带水。

“生态优势是扬中的立身之本，
也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扬中
市经信委副主任孙显文说，“倘若不
能合理地开发保护，不仅会使优势
丧失殆尽，甚至可能连生存都难以
为继。”为此，扬中历届市委、市政府
始终秉持生态立市的理念，拧紧制
度总开关，坚持可持续发展。

优质的“岛城”资源开发如何做
到可持续？扬中给出的答案是“留
白”，其长达 120 公里的自然岸线，
迄今为止已开发的不到 1/6，其中
划出 30 公里可供开发，剩余 80 公
里坚决“封锁”。扬中市环保局局长
郑鲁军解释:“留白也是发展，不能
因为当前有丰富的美味佳肴，就饱
食终日，要想到将来吃什么，为今后发展留下空间。”

有度、有节、有序地发展绿色经济，关键靠机制。扬
中对项目引进设置了严格的“绿色门槛”，实行环保“一票
否决”制，对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坚决说“不”，大力化解过
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2013 年，宝源物流计划投资
100 亿元在扬中落地，却因为主营煤炭仓储，被拒之门
外。去年，扬中完成项目验收 158 个，否决选址不当、污
染严重项目 9个。

“长江沿岸许多地方依靠黄金岸线开发‘黄金资源’，但
我们对‘黄金岸线’有自己的理解，宁可牺牲速度，也不破坏
环境。”郑鲁军说，到2030年，扬中力图实现全岛去煤化。

一边是排放大、污染重的百亿级大项目被拒绝，而另
一边，以智能电气、新能源和装备制造为主的支柱产业正
应运而生。经信委副主任孙显文介绍，生态立市、绿色发
展的理念，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扬中搭上创
新驱动的快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位于扬中市新坝镇的大全集团科技园内，一排排太
阳能电池板林立的厂房屋顶化身为“发电站”，把源源不
断的光能转化为电能。节能转型，不仅赢得了绿水青山，
也成为企业增效的途径。

像大全集团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扬中岛内逐渐增
多。早在 2014 年初，扬中就设立亿元科技金融扶持资
金，提出打造“绿色能源岛”的目标，铺成完整的智能
电器产业链。截至目前，全市拥有 2 家国家级创新企
业，117 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比重 75%以上，高于江苏 30 个百分点，位
列全国第一。

“石雕之乡”福建惠安县的石雕技艺
源远流长，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
的建设中都留下过惠安石雕工匠的身
影。经过近数十年的发展，全县已有石
雕石材企业近千家，从业人员近十万人，
是国内规模最大、加工能力最强的石雕
石材业出口基地和主要的石材石制品集
散地之一。2015 年，惠安雕艺走进中国
国家博物馆，标志着惠安雕艺再次走进
国家级“文化殿堂”。近年来，惠安县委、
县政府因势利导，在石雕产业转型提升
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给惠
安百姓带来可喜变化。

化土成金 低碳发展

惠安现有石雕石材企业近千家，从
业人员近十万人，是国内规模最大、加工
能力最强的石雕石材业出口基地和主要
的石材石制品集散地之一。石材企业生
产过程产生的大量锯泥、石粉和固体废
弃边角料，给周边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
造成一定影响。“发展不能成为污染环境
的借口，增速不能当作破坏生态的理
由。”县委书记肖汉辉说，在惠安这样一
个土地匮乏、人口密集的县域，土壤和水
源都弥足珍贵，我们绝不能走先污染再
整治的老路。

2014 年，惠安县出台《“石粉尘”专
项整治实施方案》，开始了为期半年的石
材行业综合整治。县长洪于权说：“要从
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必须从源头上、技
术上、法规上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县
里配套出台了《惠安县石雕石材行业准
入条件》《惠安县石雕石材行业规范管理
意见》等一批政策，成立了产业技术战略
联盟和 5 个专项攻关小组，鼓励和引导
企业加快引进研制除尘、节能减噪等符
合环保标准的生产设备，加快石雕石材
行业往生态化、低碳化方向发展。

“惠安在培育‘大师文化企业’的过
程中，首先是看企业是否运用科技手段
降低粉尘、噪声，改善劳动环境。”惠安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向群向记者介绍，

豪翔石业就是当地第一家吃螃蟹的代表
性企业。这家企业规模大、历史久，市场
占有率高，但同时也长期为粉尘、锯泥所
困。这些年豪翔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
和规模优势引进的粉尘处理设备，使除
尘率下降了 90%以上。另一家石材企业
华兴建材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利用锯泥、
石粉及废弃边角料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石
粉水泥砖，每年能回收近 6 万吨石材企
业的废弃边角料，生产标砖 2500 万块,
仅此一项的年产值即达 600 万元，成为
一家优材和废料“通吃”的循环经济示范
企业。

在环保高要求的新形势下，惠安石
雕产业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批
批走向艺术化、高端化的大师文化企业
逐步脱颖而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一个面积近 5000 亩的省级雕艺文化创
意产业园正在建设之中，其中占地 680
亩的玉雕基地已有 15 个大师工作室入
驻，一批符合环保标准的石材项目也将
陆续进入。洪于权说，县里要求原有的
石材企业必须提高环保标准，通过集中
生产、集中管理、集中治污实现达标排放
和达标生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惠安
石雕石材行业高效益、低污染，可持续的
发展。

变废为宝 乡村更美

惠安现有人口 78.01 万，有许多依
山傍海、山清水秀的村庄。过去由于缺
乏保洁机制和清运设施，垃圾成为用水
和环境的第一污染物。“要想农村美，
先把垃圾清”，要把这些村庄建成美丽
乡村，先要建立保洁机制和完善清运基
础设施。2006 年，惠安县编制了 《环
卫专项规划》，按照“村收集、镇转
运、县处理”模式，通过采取市政公用
事业局统一立项、设计、采购，乡镇建
设，政府补助的方式在全县范围建设垃
圾中转站，实现了城乡垃圾“日清日
运”和一体化处理。从 2007 年至今，
县里累计投入 4400 万元，建成 17 座垃
圾中转站，配备了 21 套垃圾压缩设备
及 21 辆密闭式垃圾运输车辆。同时，
为提高垃圾收集率和处理率，县里把生
活垃圾保洁、清扫、转运和处理列入年

度财政预算，每年投入专项资金 5500
万元。如今，这个县生活垃圾无害化日
处理能力达到 650 吨，全县垃圾收集率
从 2009年的 75%提升到现在的 96%。

垃圾收上来，如何变废为宝，进行
无害化处理也是需要面对的课题。2009
年 5 月，一座采用国内先进的二段往复
式逆推炉排、适合不分拣垃圾焚烧的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动工并于两年后投入
使用。记者在控制室看到，巨大的抓斗
在垃圾池里上下翻飞，抓料和投料一气
呵成。“这个大家伙一天能投料三四百
吨 ， 只 要 一 个 工 人 操 控 就 能 轻 松 完
成。”项目投资方创冠环保 （惠安） 有
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这个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是公司与县政府合作的 BOT
项目，2011 年 3 月建成并网发电。二期
工程投产后，将达到日处理生活垃圾
1200吨能力。

“四绿”工程 春染山川

清风吹皱湖水，翩飞的白鹭优雅地
划出水波，湖边垂柳轻拂着游人的面
颊。春意在这里展露着迷人的仪态。

这样的画面，来自惠安县黄塘镇境
内聚龙山麓的聚龙小镇。这个以“森
林”“湖泊”“运动”“人文”为主题，
集居住、养生、运动、休闲、文教、商

务、酒店、医疗于一体的综合生态宜居
园区背靠万亩自然森林，数千类奇花异
木争相斗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到
每立方厘米上万个，宛如世外桃源和养
生仙境。

曾几何时，这里闭塞落后、人烟罕
至、土地荒芜。经过几年的开山拓荒，
因势造景，废弃的水库变成水波荡漾、
湖光山色的湖泊，昔日的荒凉山区被改
造为人间桃源。2013 年，聚龙小镇成
为全国唯一一个获得“鲁班奖”和“全
国绿化模范单位”双奖项的项目。当地
人说，过去怎么也不能想象这样的地方
可以变成仙境般的花园。

这得益于惠安县近年来大力开展生
态恢复治理，通过造林绿化、滨海保
护、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的结
果。2009 年以来，惠安县累计投入 1 亿
多元实施“四绿”工程，先后造林绿化
5.3 万亩，县域范围内基本形成了以林
区森林为生态面，以海岸基干林带、道
路两侧护路林、溪渠堤岸护岸林、农田
林网为生态线，以遍布全县各镇的绿化
景点为生态点的森林生态网络体系。继
2013 年 获 得 “ 省 级 生 态 县 ” 命 名 之
后，2015 年 9 月，惠安通过了国家生态
县考核验收。全县 12 个镇均获得省级
生态镇称号，10个镇获得国家级生态乡
镇称号。

福建惠安：

石雕乡的生态追求
本报记者 石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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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县在石雕产业转型提升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图为惠安县溪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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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桂林市醉仁酒业有限公司
南宁铂昌泰业贸易有限公司
广汉市凯仕葡萄酒厂
昆明希曼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凤庆县兆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劲腾科技有限公司
理想科技有限公司
万宁兴隆隆苑咖啡厂
海南敦隆山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天都水晶宫月饼厂
靖边县龙眼商贸有限公司
京山县曹武镇得宝大米加工厂
上海杰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劲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苏阳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康隆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润清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英捷食品有限公司
泗洪喜娃饮品有限公司
烟台桐歌葡萄酒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铭基中慧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盛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鼎城区灌溪镇湘之味食品加工厂
襄阳市小文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晶瑞特粮食有限公司
诸暨市万宁针织厂
苍南信实水产品加工厂
义乌市布图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立鸿电器有限公司
义乌市烁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善钱杨腌肉制品厂
微泰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
宁夏立晨贸易有限公司
赤峰市咪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安达情食品有限公司
通辽市阿妈吉祥农产品有限公司
首凯精品酒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源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美富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果果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莱狮鞋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硕汇美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联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邦士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安嵘光电产品有限公司
深圳佘太翠玉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奥域西奴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年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婴宝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派尚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峰动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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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85888
69585889
69585890
69585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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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8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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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8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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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85900
69585901
69585902
6958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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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玉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金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威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鑫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鑫琎垣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石康美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好明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景欣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吉祥天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俪思时装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嘉美婕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韩赛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福中德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满粤红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巴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乐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宏信针织品商行
广州荣誉诚品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华慧化妆品厂
广东卓颖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斯芭艺汽车用品商行
广州市天河区金色麦香食品加工厂
尉犁县领驭纸品厂
喀什疆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和田和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温宿县环城路丰盛大米加工厂
沙依巴克区仓房沟路长胜二队喜客莱食品厂
阿瓦提县永和油脂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帝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莎车县明珠面粉厂
布尔津县兴盛榨油坊
昌吉市阿尔金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海利华榨油厂
阿克苏新天地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临猗县鑫豪食品有限公司
临猗县紫金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西若冰食品有限公司
运城市凌丰食品有限公司
山西海灵达商贸有限公司
河津市广悦饮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丽优宜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优尼康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县安宁渠鑫瑞油脂厂
巴楚县绿源枣业有限公司
奎屯运征油脂有限公司
广州生命搭档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嵩顶茶业有限公司
广州国香茶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园致友汽配城分场万兴汽配行
广州嵩琳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荣键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夜神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同艺照明有限公司
广州市宥钧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美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宏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蕰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爱茵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九凤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妮裳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康派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中州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向日葵文具有限公司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康尔美理容用品厂
平江县好又香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保宇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梦选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必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李红珍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莱农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骏高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婷辉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宝源蔬菜制品厂
广州爱人生技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伊玛美容产品研制室
广州市源生态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新起点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广州市清聪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旅行家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士元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市唐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卫信麦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擎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控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吉安乐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哥麦斯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盈发盈韬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互动时代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安耐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云野蓝玫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琛鹏添翼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爱华活肝片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锦绣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雪米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百年智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百年智库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河北都来米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衣龙服饰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文宝居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派克兰帝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
名山县蒙泰茶厂
广汉市云祥食品厂
昆明市盘龙区味香食品加工厂
云南财隆贸易有限公司
泸西孟聚商贸有限公司
洱源县邓川百里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康之源农产品有限公司
成都尚安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金曲村酒坊有限公司
眉山市鳌头鱼饵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桥圩宏丰精米厂
平乐县金土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蒙山县玉梦山矿泉水厂
南宁市五一粮油龙泉干杂批发部
广西南宁市鸿翔生态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市鲲鹏海展海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伊品星月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笛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永康市龙山镇同福祥炊具厂
嘉善县长生米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南阳浩男伞厂
杭州乾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杭州波一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贝朗皮具实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丰丽针纺织厂
十堰天翔茧丝生化有限公司
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樊国顺酱品厂
凤凰县健全食品有限公司
凤凰县凰城贾氏旺旺食品厂
茶陵县兴博糯米粉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洪江人为峰酒业有限公司
赣榆县欢墩镇东佳塑胶地板厂
镇江新区姚桥惠当家纸业经营部
如皋市梅香阁食品厂
江西朝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益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任尔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赣州沐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观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加塔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定魅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宗沛粮油经营部
上海菇木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瀚诗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菊鹅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优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玲韬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斯惠涂料有限公司
康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享丽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同灿食品有限公司
芮谜(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紫萌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凯莱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佳宇冰箱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恒巨笔业有限公司
上海哈哈椒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感恩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舜徕旅行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旭霓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丸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创欣水族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复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丘比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正永服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妈妈爱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合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陵县永顺米业有限公司
西塞山区丹旺蛋品加工厂
荆门市雪晨精制米厂
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金景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皮尔卡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任丘市美厨食品厂(普通合伙)
荔浦阳光衣架有限公司
宁波绿之源工具有限公司
上海福生活贸易有限公司
项城市宜香源食品酿造有限公司
鼎城区阿里王大嘴巴食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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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厂商名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