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一些城市相继面临资源约束
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挑
战。新形势下，如何破解这一城市发展痼
疾，实现绿色发展？江苏省宿迁市念好

“治转绿”的“三字经”，作出了有益探索。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随全国人大环资委

“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来到这里，探访
其生态文明建设之道。

重典“治”污

宿迁市地处淮河、沂沭泗流域中下
游，南临洪泽湖，北接骆马湖，承接上游 21
万平方公里的来水，素有“洪水走廊”之
称。其中，骆马湖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调
蓄水库和输水干线之一，三分之二的面积
在宿迁。

然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骆马湖发现
黄砂资源以来，非法采砂日益猖獗。宿迁
市水利局副局长胡元明向记者介绍，最多
时有上千条采砂船密布在湖面上，年采砂
量 1 亿吨左右，直接涉砂经营人员约 2 万
人，无序的私挖滥采，直接威胁骆马湖防
洪、生态和供水安全。

“骆马湖本是浅水湖泊，往年平均水
深也就 2 至 3 米，但采砂需要用抽砂机把
管道插进湖底 80 米深，湖底多年沉积的
磷、氮等元素重新泛起，水质受到严重污
染。”胡元明说，如今，骆马湖采砂区的平
均水深已高达 30 米，10 余个小岛被吞噬，
严重的超量开采对河床和湖底结构破坏
极大，浅水型生物几乎灭绝。

如 何 还 骆 马 湖 一 泓 清 水 ？ 2013 年
起，宿迁市着手消化原有采砂许可证，到
期一个注销一个，并不再颁发新许可证。
与此同时，抽调水利局、公安局、交通运输
局等 27 家单位精干力量成立禁采执法
队，24小时巡查执法，驱离清理采砂船，先
后摧毁非法采砂船只机具 500 余台套。
此外，严格限制运砂船舶进入湖区，对非
法船只、车辆进行查处。

“面对水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
必须采取强硬的管控措施，全面禁、彻底

禁、长期禁。”宿迁市市长王天琦说。
呵护骆马湖，只是宿迁重典治污的一

个缩影。针对城市雨污混流等排水基础
设施问题，持续推动重点区域控源截污等
工作实施；全面推进污水处理厂建设，着
力打造城市水体净化的“过滤器”；大力开
展机动车“冒黑烟”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淘
汰老旧车辆⋯⋯多管齐下，宿迁市生态环
境逐渐好转。

以空气质量为例，2015 年宿迁空气
质量优良率达 67%，较 2013 年提高 5.6 个
百分点，PM2.5 浓度均值较 2013 年下降
17.67%。

谋求“转”型

治污不能只禁不疏。如何开发新的
生产力、以转型促治污成为摆在宿迁发展
面前的新命题。

“过去，大型采砂船一天能采砂上千
吨，小的也有 200 到 300 吨，利润一天能
达上万元。”胡元明说，宿迁对已禁止的拥
有合法执照的采砂户给予相应补偿,同
时积极谋划原有采砂人再就业。“现在，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已投身到城市公共服务
行业中，有的做起了汽车租赁，有的当保
姆。”胡元明表示。

骆马湖几十公里外是大型废弃塑料
处理集散地耿车镇。车行至耿车镇，记者
发现街道两旁满是空置的蓝皮小房子。

“那些原来都是处理垃圾的。”宿迁市副市
长李荣锦告诉记者，过去全国各地的废旧
塑料都拉到耿车集中处理，久而久之，“地
下 80 米深的水都受到了污染，河水的颜
色更是各式各样”。

而处理废旧塑料时的浓浓“耿车味”
成为耿车镇人的不堪记忆。为了挥别“耿
车味”，今年年初，宿迁市全面取缔 6978
户废旧物资回收加工户，清理废旧物资 60
余万吨，综合治理村居环境 44 个，并对
600余条河塘沟渠进行挖掘整治。

“耿车味”渐渐淡去，村民欢呼雀跃。
曾经的废旧物资回收加工大户丁素荣却
高兴不起来：“2013 年我购买了一套厂房
专门用于废旧物资造粒经营，综合整治
后，厂房停用，原料和设备被清理。”不过，
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丁素荣迅速引进服

装代加工项目，接起了外贸单，生意做得
红红火火。

刘圩村 6 组的废塑料经营户刘小欢
早就意识到垃圾污染的危害，前些年他一
边处理废旧物，一边开网店。废旧物资整
治启动后，刘小欢专心做起淘宝生意：“最
近新上了 3 套家具生产线，我有信心在家
居行业大干一场。”

耿车镇废物处理转产转业的案例还
有很多。“我们鼓励能人大户就地开办实
体企业，对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众，指导他
们从事电商产业，对一些年龄较大、缺乏
技术和资金来源的人，则发动临近果园留
出合适岗位，帮助他们再就业。”耿车镇党
委书记徐光良说。

据统计，目前耿车镇已完成加工户转
型 2227 户，涉及塑料精深加工、家具家
居、电子商务、商贸物流和现代农业等行
业，居民收入相较原来基本持平。

广植“绿”色

春夏之交，宿迁市泗洪县的 75 万亩
洪泽湖湿地格外热闹。野生芦苇随风摇
曳，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翩跹起舞。瞅着
眼前的这片“绿”，正在洪泽湖湿地自然保
护区内工作的老段有些陶醉：“我们现在
都知道，生态保护特别重要，再不保护就

没这个湿地味道了。”
过去，过度养殖曾严重危害这里的生

态环境，渔民进一尺、湿地退一步，洪泽湖
湿地一度出现两相对峙的局面。找回湿
地“味道”，宿迁市先后投入 15 亿元整治，
建成湿地防护林 5000 公顷，拆除围网养
殖 6 万亩，恢复芦苇、荷花、芡实等水生植
物 5万亩，搬迁安置渔民 2100户。

“退一步海阔天空。”1997年就在湿地
里养螃蟹的老段，从湿地迁出后将螃蟹产
业安置在了距湿地 5 公里的临镇，白天巡
护湿地，下班回家养螃蟹，老段对眼下的
生活甚感满意。

打造绿色宜居城市，修复退化的湿地
只是其中一招。

宿迁市率先在城区内开展绿色建筑
示范和绿色建材产品的推广应用；围绕建
设“林荫城市、彩色城市、花园城市、海绵
城市”的总体目标，建成古黄河风光带、三
台山森林公园等一批城市园林绿化景观，
实现景观与生态的深度融合；坚持将创建
与完善城市功能相结合，健全城市绿色设
施⋯⋯多措并举，2015 年中国人居环境
奖全国仅批复 3家，宿迁成为其中之一。

生态好了，宿迁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加
速 成 长 。 2015 年 ，宿 迁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1602.5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 175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8.8%和 20.5%。

生态环境好了 发展动能足了
——江苏宿迁打造绿色宜居城市探访记

本报记者 沈 慧 郭静原

宿迁市马陵河整治先导工程,建设成集马陵河源水、净水、蓄水、景观功能需求为一

体的湿地型城市公园。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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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仙游县百里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龙海市爱佳福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松溪县仕强制刷厂
福州和华工贸有限公司
吉港筷乐概念(福州)筷子有限公司
石狮旺市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石狮市义兴甜果有限公司
漳州市芦溪红酿酒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政和县佛子山狮峰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南之初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益仁堂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尤溪县兴农金柑专业合作社
福建顺昌春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六一度童装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叶伟茶业有限公司
杭州大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富阳市亲海食品有限公司
开化格莱民硅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馨香茶厂
杭州威宝时装有限公司
杭州旭双贸易有限公司
荆门市津津米业有限公司
天门陆羽文学泉文化产品研发有限公司
钟祥市鲜金精制粮食加工厂
枣阳市鹏浩米业有限公司
枣阳市四来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诚勇精米有限公司
潜江市九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荆州中储粮经贸有限公司
烟台宝世宝食品有限公司
海阳市玫豆面食店
宁波民和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宏大食品商行
宁波丽家生物降解塑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金象厨具有限公司
沈阳绿生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辽宁金草药业有限公司
沈阳福库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鸣声润滑油有限公司
科左中旗蒙达炒米有限责任公司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兴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金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赤峰国民食品有限公司
通辽市粒粒道农产品有限公司
察右后旗海丰炒米厂
乌兰察布市蒙利兴工贸有限公司
正镶白旗沙清泉水业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绿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仙翔油脂有限公司
包头市蒙龙食酿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鑫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马背情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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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东县金佳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霸州市东杨庄郭正塑料制品厂
大连隆凤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和田赛尔瓦孜商贸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韩老大杂粮有限公司
珠海珂莱福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中为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冠一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行者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蓝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坂城沃土农副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疆华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新疆一品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卓儿美达畜产品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特比医拉吉维吾尔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澜海扬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静宏达挂面厂
新疆金世纪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
河北精英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美吉壮业商贸有限公司
雄县立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保定白沟君梦皮具厂
高阳县洁兰雅毛巾厂
高阳县亿阳毛巾厂(普通合伙)
高阳县双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易县盛秋林果专业合作社
徐水县雅闲堂洗浴用品厂
河北省易县东庄志江鞋垫厂
高阳县康爽纺织有限公司
徐水县金兴酒业有限公司
易县东庄铭足鞋垫销售中心
易县东庄进虎制垫厂
玛力步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黄骅市嘉腾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至美纺织品有限公司
山西稷山板枣枣业有限公司
运城经济开发区小李粮油副食商店
昔阳县北京乐食品厂
汾阳市杏花村镇汾坛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晋中万川种养专业合作社
石家庄桥东旺达文化用品经营部
南京立诚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山海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沂水恒发食品有限公司
莱芜市香鏊子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欢派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冠县龙祥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海创工贸有限公司
东阿县铜城鲁东纸制品厂
淄博永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淄川区洪山镇玺杰童装加工厂
淄博乐上口休闲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九日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体恒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润茂商贸有限公司
济南涵思泉水业有限公司
济南正隆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天上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民康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保利来化工有限公司
临沂富中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济宁义河酒厂
梁山县新丰面粉厂
微山县付村镇瑞丰养殖场
济宁樊氏商贸有限公司
济宁金昙核桃种植有限公司
彭州市三界镇禾盛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费森尤斯卡比(武汉)医药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恒大电动车厂
河南张老有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扮靓妈咪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郑州德宝荣商贸有限公司
通许县源自好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程氏食品有限公司
开封穗穗良调味品有限公司
睢县振邦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商丘经济开发区宇亮洗涤剂厂
新乡市凯丽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互帮卫材有限公司
河南天骄食品有限公司
济源安康蜂业有限公司
郑州贵盈门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淘旅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南阳市三兄弟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洛阳安乐窝邵雍酒业有限公司
郑州广汇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邦英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郑开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亿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许昌市港鑫食品有限公司
登封市世青饮食有限公司东华镇分公司
河南嘉洲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惠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攸曼儿童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旭日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亚格南服饰有限公司
武汉鑫城龙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恒马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欧诗奈泉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扬州市广陵区益民食品厂
连云港市金良面粉有限公司
南通馔玉食品有限公司
如东康乐园食品厂
南通市梦之旅纺织品有限公司

宿迁市昌易食品有限公司
宿迁市洋河镇名蓝酒业有限公司
宿迁市洋河镇老井坊酒业有限公司
宜兴市鼎鑫阀业有限公司
淮安市月塔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宝姿实业有限公司
涟水县河网飞波粮油加工厂
泰州市榕兴抗粘敷料有限公司
泰州林峰童车有限公司
昆山蜜珂化妆品有限公司
常州中南肥料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金宝服饰有限公司
常州悦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淮安大全食品有限公司
常州轩泰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省社渚轴承有限公司
丹阳市永利工具有限公司
沭阳县康洁日用纸品厂
泗洪县双沟镇宴酒厂
泗洪县苏瓷酒业有限公司
南京瑞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灌云郑四草鸡养殖厂
常熟市虞山镇蜂蚁农地股份合作社
江苏华美制衣有限公司
广陵区双凤食用油厂
靖江市龙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风佳家爱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怡康科技有限公司
宜宾苏氏食品有限公司
巴中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罗江县吉星酒厂
资中县宏和丝绸有限公司
四川省仁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宾市南溪区孝善坊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人人会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安岳县瑜华种养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宏碁智能(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市维尔涂料有限公司
重庆市姜米花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圃美多(中国)有限公司
青海高原圣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清镇市黔酱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雨润饮品有限公司
贵州昌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德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宜果贸易有限公司
武隆县名香茶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豪磊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敦康农业发展股份合作社
重庆奥之力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大漠紫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酒泉市宏运面粉有限公司
酒泉市肃州区三墩镇二墩面粉厂
陇西县小莫瓜籽店
马边蒋氏深山人家腌制品经营部
绵阳神农药业有限公司
甘肃瑞霖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德江县永照纸品厂
西宁城北厚麦坊蛋糕加工厂
定安翰林良星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社
永定县金彩蓝食品店
泸溪县喜农辣椒加工厂
溧阳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连云港盛意润食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皇健涂料有限公司
河南陈州华英禽业有限公司
上海艾司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来凤县三丰时代农业有限公司
湖北飞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蕲春和音蕲艾制品有限公司
宜城市缘思源大米加工厂
宜昌市阿正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江维食品有限公司
荆州市鑫德利食品厂
阳新县宏源纯净水有限公司
烟台源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金色葡园酒业有限公司
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利丰英和商贸有限公司
银川市西夏区泰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太仓市悦博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武进区横山桥鑫达电动车厂
福建省福全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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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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板，请问樱桃园怎么
走？”这几天五峰山街道纸坊村
董德宝的电话特别忙，每天能
接到 10 多个来上门采购樱桃
的电话。在万五路沿线两侧上
百个樱桃采摘园里，一簇簇晶
莹饱满的大樱桃晶莹剔透，煞
是喜人。这里正是山东省济南
市长清区正在全力打造的济南
樱桃谷。

“每天来体验采摘的游客
络绎不绝，游客每人交 25 元钱
可进园随便吃，如果购买就每
斤 20 元。”村民董庆银说，今年
四月底到五月份樱桃成熟的半
个多月时间，至少有 13 万游客
入园采摘、购买樱桃。村民董
庆厚园子樱桃树种得比较密，
而且樱桃树不高，伸伸手就能
够着。“我采用的是矮化密植
法，一亩地种六七十棵樱桃树，
每棵树都嫁接了两到三个品
种，不同品种间相互授粉，产量
高、易管理又易采摘，让游客抱
一凳子摘全树。”在自家樱桃树
下，果农董庆厚笑着说。

“进入盛果期，一棵树产量大约 50 斤，多的甚至
200 斤左右，一亩地能种 40 至 60 棵，一亩地净收入
在 3 万元以上。每到关键种植环节，合作社都会请
专家现场教大家施肥、打药，不收一分钱。我们所有
大樱桃达到绿色有机食品标准。”金土地农业开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董德宝说。果农们买来芝麻、黑豆
炒熟后作为肥料给樱桃施肥，坚决杜绝化肥、农药，
出产的樱桃含糖量平均在 16%-17%，有的竟达到了
24.8%。

今年樱桃比往年增产 3 倍多，如何让果农避免
丰年减收？“樱桃谷”内的多家农村合作社联合起来，
共同寻找销路，制定统一价格，并注册御心牌商标。

“好多人不问价钱抢着订购，现在卖到了每斤 50
元！”董德宝说。为延长大樱桃产业链，纸坊大樱桃
专业合作社社长董庆英与“好运泉”酒厂合作，酿造
出了樱桃红酒和樱桃白兰地。今年纸坊大樱桃专业
合作社收购了 2000斤樱桃将投产酿造樱桃酒。

樱桃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通过每年举办樱桃赏花节、樱桃采摘节，长清区万德
镇裴家园村村居环境也得到改善。通过实施小流域
综合治理，修建塘坝、清理河道、拓宽进村路，该村成
为了绿树成荫、溪水潺潺、满山鸟语花香的美丽乡
村。在樱桃谷里，这样的省市文明村有 22个。

大红樱桃高高挂，美了乡村，富了农家。目前，
长清区正利用 2 至 3 年时间，将万五路沿线的五峰
山街道和万德镇的 28 个村的资源进行整合，打造济
南市最大的集旅游、观光采摘、休闲、科普于一体的
现代林业园区——济南樱桃谷。

济南长清

：
樱桃熟

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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