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上了自家发的电，电灯都比以前
亮了，家用电器也越添越多。”蓝天丽日
下，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
口村村民张振武对记者说，自从院子里
安装上风机和光伏板，再没交过电费，每
天平均发20千瓦时电，自己用2千瓦时，
剩余的还可以卖给国家电网。“这是想都
不曾想过的好事呀！”

作为全国新能源示范市，河北省承
德市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清洁能源项目
全面开花，清洁能源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由此
带来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也让人们从中
受益。

产业培育，开发绿色能源

蓝天、白云，高耸的白色风叶与绿色
的草原融为一体。御道口牧场羊百顺风
电场不仅是当地的美丽景观，更是输送
清洁能源的绿色基地。这个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的风电场，年发电量约为 1.2
亿千瓦时，与燃煤火电相比，每年可节约
标煤 4.17 万吨，减少粉尘 7000 吨、二氧
化碳11.5万吨、二氧化硫650吨。

地处燕山山脉和内蒙古高原连接地
带的承德，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其中，风能资源主要
分布在围场、丰宁的坝上和接坝地区，
面积 3029 平方公里，绝大部分地区风
速在 5 米/秒以上，适合建设大型风电
场。承德水资源丰富，境内有滦河、潮
河、辽河、大凌河四大水系，开发量达
57万千瓦，占河北省水能资源的三分之
一。此外，承德还具有开发利用太阳
能、生物质能、地热等清洁能源的优势
条件。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实施，
被国家确定为生态涵养功能区的承德新
能源产业迎来了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因
此，该市先后编制完成了新能源示范城
市、国家级产业基地、光伏、风电、生
物质供热、汽车充电桩等多个综合和专
项规划，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政策保
障。“十二五”期间，承德清洁能源电
力装机由 2011 年的 158.67 万千瓦增长
到 2015 年的 332.15 万千瓦，平均增速
达 20.56%；清洁能源产值由 2011 年的
40.52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124 亿元，
平均增速达33.95%。

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表示，承德被
定位为京津冀生态涵养功能区，加快推
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不仅是发挥自身
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

更是承担自身功能定位、筑牢京津生态
屏障的必然要求。

产业引领，促进绿色发展

在承德，清洁能源产业的带动作用
正日益显现。

丰宁依托本地风能资源优势，投资
10亿元打造智能风机制造产业园，年可
创产值 60 亿元。同时，建设 80 万千瓦
绿色智慧风电场，形成完整的风电产业
链条。

承德县通过给予光伏指标，吸引投
资 60 亿元，建立“有机菌菜、休闲农业、
科技试验、水系开发、农产品物流加工、
光伏发电”六位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的
4A级农业光伏小镇。

承德市还以开展“企业帮扶年”活
动为契机，帮助企业转型发展。仅仅由
矿山企业转型到光伏发电、风力发电、
太阳能转化利用的新能源开发企业就已
达到5家。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风生水起，相应
的装备制造能力也水涨船高。目前，全
市 已 具 备 年 产 兆 瓦 级 风 机 主 控 设 备
1200 套、风机叶片 750 台、塔架 200 台，

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组 6000 套，30 万平
方米薄膜太阳能电池 AZO 透明电极连
续镀膜设备3套的生产能力。

清洁能源产业，在为人们提供不竭绿
色能源的同时，也成为助推承德新旧动能
转换、加快绿色发展的强大引擎。

在平泉红山工业园平泉希翼绿色能
源制造有限公司，道路两边一排排白色
的路灯整齐排列，一个个螺旋状的红色
风力发电装置随着风向轻快地转动。

公司负责人沈建军说，这几年最大
的收获，就是从最早的兴隆源矿业转到
现在的能源制造公司。目前公司主要从
事风能和太阳能等绿色能源产业，产品
风机主要销往国外，无论是对环境保护
还是从长远利益来看，这个“转身”都是
正确的选择。

产业带动，助力绿色生活

伴随着国内首家全自动木煤生产线
在承德丰宁建成投产，属于生物质能的

“木煤”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
近年来，承德依托丰富的农林秸秆

资源发展“木煤”产业，既消化了当地农
林剩余物资源、减少秸秆焚烧，又能替代

农村地区燃煤，取得了良好的环保效果。
据测算，1吨木煤燃烧产生的热量可以替
代 1 吨二类烟煤，能减排二氧化硫 94%、
二氧化碳 86%、粉尘 98%左右，去除加工
费用，每户每年可节省燃煤开支 900 多
元。目前，全市具有一定规模的木煤生产
企业共 19 家，木煤生产能力达 90 万吨。
越来越多的承德普通民众，开始享受到
清洁能源带来的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

与此同时，承德市地热资源开发也
在稳步推进。全市已探明地热温泉点12
处，开发地热利用项目 7 处，浅层地源热
泵供暖面积达到 301 万平方米，污水源
热能供暖面积达到 12 万多平方米，满足
了部分企事业单位及市民的生产、生活
需求，开启了绿色能源供热时代。

根据规划，承德正全力建设国家级
可再生能源产业基地和清洁能源示范
市、环首都地区清洁能源输送基地和首
都生态屏障。预计到 2020 年，承德全市
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将达到 1192 万千
瓦，发电量可达241亿千瓦时。

“承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已形成潮
流，必将给本市群众带来越来越多的惊
喜和实惠。”承德市可再生能源协会会长
王贵君说。

河北承德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完善城市能源结构——

清洁能源让生活更环保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武海波

“环岛路太美了，我每天都会来这里
散步。沿着两旁的绿色一路向前走，各种
花香芬芳扑鼻，新鲜空气沁人心脾，美丽
风景令人陶醉！”平潭县平原乡的邓喜珍
向记者描述。

平潭是福建第一大海岛，拥有126个
岛屿和 702 处岩礁，素有“千礁岛县”之
称。海岛的特点是石多、风大、水少、土层
薄。“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
跑，房子像碉堡⋯⋯”古老的民谣是往日
平潭岛的生动写照。平潭综合实验区成
立初期，受到质疑最多的是平潭风大沙多
海水咸,不适合建设宜居宜业城市。为
此，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根据新的发展
布局，结合自身发展特点，确定了建设“国
际森林花园岛”的目标定位。

如此高标准的定位，要用超常规的思
路谋划。2011 年，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提出，自当年起，连续 5 年每年植树
1000 万株。8 月，实验区组建了区森林
园林有限公司，通过整合区县林业、园林
资源，由森林园林公司统筹全区植树造
林、绿化、美化和树木的管养等工作。同
时，坚持市场化运作，鼓励成立绿化种养
公司，采取竞标方式确立种养，形成竞争，
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收益。

为彻底改变平潭岛“种不了草，开不
了花”的状况，实验区有关部门邀请全国
著名的植物专家、林业专家，对平潭岛的
生态进行调查研究，优选植物种类。

在平潭，远近闻名的“花博士”和“土
博士”，成了绿化“石岛”的大功臣。“花博
士”叫张尚炬，负责平潭的苗圃培育工作；

“土博士”叫王江波，主要负责土壤改良。
当地人说：“博士都来咱岛上了，还怕花草

种不活？”
2012 年 7 月，张尚炬到实验区森林

园林公司工作。为攻克平潭种花的难
题，他一头扎进苗圃基地，根据平潭气
候、土壤特点，做了系统研究。同时，
从河南、浙江、广东等地引进各种月季
花，对品种进行驯化，以适应平潭特殊
的气候、土壤条件。

“土博士”王江波整天在室外工作，晒
得黝黑。说起平潭的土壤，他滔滔不绝：

“平潭主要有盐（风）沙土、黄赤土、滨海盐
土等不同土壤类型，主要存在旱、瘦、沙、
盐等特点，应根据其特点和园林绿化需要
改良。”在他看来，平潭的土壤大多是沙包
土，下起雨来很容易导致土壤板结，使保

水、保肥能力及通透性降低。“土壤改良的
关键是防止板结，现在我们对平潭每种土
壤都有改良的办法。”

“驯化花草树木，让它们适应平潭的
环境，再加上对土壤的改良以及后期的精
心管护，使种植成活率达到 95%左右，这
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张尚炬说。

位于平潭东北角的长江澳是平潭最
大风口，常年受到飞沙、海浪、东北季风的
危害，形成堆沙地带，造林环境十分恶
劣。而平潭东北季风最多、最大，堵住长
江澳风口意义重大。

要在风口地上造林谈何容易！2010
年和 2011 年，平潭林业局连续在长江澳
大规模植树，为了挡住风沙，采取了许多

办法，比如在木麻黄苗木前建起2米高的
竹篱笆，然而风沙一来，竹篱笆就埋进了
沙堆，苗木成活率不到30%。2012年，平
潭林业局采取“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并
举的方法，先在最外围堆起一道1米高的
防风沙堤，退后几米再建一道 2.5 米高的
沙堤，沙堤上覆土种老鼠刺，内侧每隔10
至 15 米 ，筑 一 道 渔 网 做 的 防 火 沙“ 战
壕”。“战壕”相间的空地则种上苗木，一律
选择 2 年以上的木麻黄苗种，高度都在
1.2米以上。另外还打了32口淡水井，旱
季一到，就开始抽水灌溉。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层层保护和多方
呵护下，2013 年种下的木麻黄成活率
60%，当年成功造林 130 亩。如今，长江
澳风口沿岸造林已达 2000 多亩。此外，
政府部门还租用百姓手中的风口地植树
造林，让“老百姓得利，政府得绿”，不断夯
实西北部的绿色屏障。位于长江澳一带
的芦洋乡芦北村曾经饱受风沙之苦，是个
典型的贫困村。如今，得益于日益茂盛的
森林屏障，这里的生态状况得到了很大改
变，当地村民把这片林视作生命林。

“风口种上了树，风沙小了，不论种花
生还是蔬菜，产量都比往年高很多。”村民
翁其寿说，多亏政府花大力气治理风沙，
改善生态环境，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如今，6 年时间过去了，实验区投入
近 10 亿 元 巨 资 ，共 完 成 绿 化 总 面 积
14.2785 万亩，植树造林 6000 多万株，森
林覆盖率从 29%提高到 39%，基本建成

“带、网、片、点”相结合、多树种相配套，初
具抗御风、沙、水、旱、潮 5 大灾害的海岛
防护林体系。

“石头岛”身披绿装，华丽蜕变。

福建平潭：为“石岛”披绿装
本报记者 陈 煜

平潭海坛湾龙王头沙滩掠影。 念望舒摄

重庆市潼南区是传统的农
业大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
提出了“新型工业基地、西部绿
色菜都、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川渝合作示范区”的发展定位，
将“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有机融入新型工业化
和城镇化推进过程。

初冬时节，记者走进潼南
工业园区东区，这是今年国庆
节刚刚开业的重庆巨科环保电
镀产业园。园区内，绿树成荫、
空气清新，与传统工业区“生产
现场震耳欲聋，厂区四周臭气
熏天”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园区实验室内，一股清泉
源源不断地流向鱼缸，五颜六
色的观赏鱼悠然自乐地玩耍嬉
戏。“这是园区企业排放的工业
废水，经过处置后，不仅可再次
利用，还能养活金鱼。”重庆巨
科环保电镀工业园常务副总蒲
建长说，“我们园区集电镀新工
艺技术开发、电镀环保新设备
研发、电镀资源在线回收、电镀
工业清洁用水及电镀废酸、污
水、污泥处理等于一体”。

潼南区环保局副局长蒋冬
云说，这只是潼南改善生态环
境的一个缩影。“十二五”期间，
潼南始终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实施

“刚性治污，铁腕降耗”政策，拒
签污染重、能耗高、环境安全隐
患大的项目10个；先后关停潼
南区第一造纸厂、落明宇绢纺
等 12 家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
企业及生产装置，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3%。

潼南发展工业非常注重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的企业
比比皆是。

位于潼南工业园北区的重庆同辉气体公司是川渝
地区最大的专业化开发、销售、生产二氧化碳气体的高
新民营企业。公司产品广泛用于碳酸饮料、啤酒、制药，
其产品原材料却是回收的化工企业排放物。同辉气体
常务副总刘川告诉记者：“我们进驻园区后，化工企业排
放的尾气不仅无需花钱处理，还能卖给我们，空气质量
也得到了改善，一举多得！”

“企业小循环，园区大循环。同辉气体公司变废为
宝只是园区发展循环经济的一环。”潼南工业园区工委
副书记彭清华说，通过循环化改造关键产业补链项目和
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使得主要污染排放指标全面下降。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潼南的经济发展一点没
落下，反而逆势增长。潼南区经济和信息委副主任卜艳
红说，2014 年和 2015 年，潼南 GDP 增速连续两年居重
庆全市第1；今年1至9月，潼南GDP增长11.2%，增速居
重庆全市第一。

在潼南工业园区南区内，万沙科技集团董事长冯文
君举着一款大屏幕智能手机说：“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

‘潼南造’。”两年前，冯文君和他的企业还在深圳，如今
他已在考虑将智能手机的研发中心西迁至潼南。

“潼南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我们招商引资的重
要王牌，也是优质企业选择入驻的重要参考指标。”潼南
工业园区副主任刘毅说。

为贯彻落实重庆深化拓展五大功能区发展战略，加
快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今年9月份出台的《重庆市潼南区
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指出，未来 5 年，潼南将继
续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使潼南成为“天蓝地绿水净、
宜居宜业宜游”的成渝两地天然“大氧吧”。

重庆潼南

：循环经济促进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立足瑶乡实际，以美丽
乡村建设为抓手，在树立文明风尚、丰富文化生活、改善
人居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让乡村群众切实分享
改革发展和精神文明创建成果。

走进恭城莲花镇矮寨村，只见村民们建房严格沿袭
当地房屋建筑特色——“人字坡屋面，红墙白线条，屋顶
凤扳爪”，采用本土材料、本土工艺，使乡土建筑工艺得到
活态传承。按照“宜居宜业宜游”的思路，恭城传承“坡屋
顶、小青瓦、白粉墙、吊脚楼、木格窗”等瑶族元素，全域规
划建设美丽乡村，高标准完成 7 个集镇和 500 个村屯规
划，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该县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最高标
准，以“五改十化”推动新农村建设。全县沼气入户率达
89.7%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1.14% 、农 村 道 路 硬 化 率 达
98.3%，农村群众全部喝上了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建
成一批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实现了农村垃圾与污水
处理“两个全覆盖”。

在人居环境改善的基础上，恭城以红岩、社山等特色
瑶族新村为重点，以点带面，着力推进城乡区域、精品线
路、溪流沿岸的村庄建设。绿色经济的持续增长，带动红
岩、社山等一批新农村实现了“三个转变”和“两个就地”，
即“果园变成了公园、农家变成了旅馆、农民变成了老板”，

“农民实现了就地转移就业、农村实现了就地城镇化”。
在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绿色经济的同时，恭城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促进农村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使乡村遍开文明花。

恭城深入开展道德模范、美德少年、身边好人以及
“弘扬家风家训 推进乡土化建设”等评选表彰活动，涌
现出全国劳模2人，入选中国好人榜1人、获得提名2人，
市级道德模范 1 人、美德少年 18 人。同时，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广泛开展“瑶族文化进校
园”“小手拉大手、道德齐步走”“文明礼让斑马线”等活
动，把瑶族优秀文化、思想道德建设融入了学校教育、社
会教育，形成了“文明、和睦、互助”的新风尚。

广西恭城改善人居环境促进文化道德建设

瑶 乡 景 美 人 更 美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上图 图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河北省分公司全资承建的
承德县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郭永艳摄

右图 吉林庆达新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北平泉道
虎沟乡建设的 35MW 光伏扶贫项目成功并网发电。图为工
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赵 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