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是福建的骄傲！这里的山
很绿，森林覆盖率达 65.95%，连续 37 年
领跑全国；这里的水很清，12条主要河流
水质达标率为 97.8%，一至三类水质比
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0 个百分点；这里
的空气可以让人任性深呼吸，所有设区
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 23.5%。福建因此成为全国唯一一
个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

福建的好生态，既是大自然的恩赐，
更得益于全省上下 10 多年持之以恒的
呵护，从生态省到生态文明示范区，再到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探索生态文
明建设的脚步从未停歇。

从“督企”转为“督政”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更是一场思想观念的深刻变
革。围绕绿色发展理念，福建省委、省政
府做好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在全国率先
探索监管由“督企”向“督政”转变。

“以往抓环保，总是把目光更多对准
污染企业，忽略了政府和部门。”省环保
厅有关负责人说，通过创新机制，由“督
企”变为“督政”，抓住了环境问题治理的

“牛鼻子”，真正让地方政府做好“守山
人”，看好“责任田”。

早在 2010 年，福建省就开始实行环
保“一岗双责”，提出“谁主管、谁负责，管
行业必须管环保”，对各级政府和 40 多
个省直部门提出环保监督职责，并纳入
领导干部年度考核。

从 2014 年开始，福建又建立了季度
环保督察制度，把各设区市的环境问题
纳入省政府季度经济分析会主要内容，
每季度选择一项突出环境问题进行全省
通报，省政府领导现场点评，并提出整改
要求，省政府督察室跟踪督办，让环保不
力的地方官员“脸红冒汗”。由于减排不
力，近年来，全省 9 个设区市政府、53 个
县（市、区）政府的负责人先后被约谈，7
个县（市、区）和 1 个集团遭区域限批。
2015 年，环保工作在地方官员绩效考核
中的比重由2%提升到10%。

开启第三方治污模式

生态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
有先行先试的胆识。

地处南平市延平区的炉下镇和太平
镇是库区移民重镇，当地长期以来把养
猪作为移民的致富项目，几乎家家有猪
场、户户上规模。然而，长此以往，造成
猪粪乱排、污水横流，污染了流经两镇后
汇入闽江的南坪溪与杜溪。

2014 年，福建省开启第三方治污模
式，以治理生猪养殖污染为目标，引进正
大欧瑞信公司进驻延平区。当地政府按
养殖场面积向养猪户每平方米每月收费

2 元，一部分交公司购买治污服务，一部
分留底作监督保障。

正大欧瑞信公司董事长李建飞介
绍，公司用收取的这笔钱在南坪溪逐级
建设了近 30 个小型集中污水处理点，既
节约逐户收集的成本，又避免了二次污
染，发挥出生物菌的高效处理能力，效果
非常好。如今，南平溪流域周边的绿色
植物逐步恢复原生态，溪水渐趋清澈。

去年底，南平第三方治污模式被福
建省政府认可并发文在全省推广。省里
还出台了《福建省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
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并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在泉州、三明等地的环境公用设
施、工业园区及开发区、重点行业污染治
理和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等领域展开
试点，全面放开服务性监测市场。

探索发展绿色经济

在福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正转为吸
引新兴产业、高端人力、项目资金的强大
磁场，成为全省百姓共享的福利。

泉州南安号称“石材之乡”。然而，
每年近 300 万吨的废弃碎石、石粉污染，

一度让南安人寝食难安。面对发展带来
的问题，南安做好循环经济文章，通过技
术创新不但把边角料“吃干榨尽”，还与
文创结合，将下脚料变成艺术品，每平方
米最高卖到3万元。

三明永安市，丰富的森林资源是当
地百姓引以为傲的生态优势。2013 年
底，永安市开始了商品林赎买的探索。
通过赎买，既保住原待砍伐的林木，又得
到当地林农的拥护，赎买者通过对赎买
林进行近自然改造，提升森林的水土保
持能力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森林生态价
值的多样化。在福州永泰县，当地政府
正尝试在赎买来的商品林中发展林下经
济，种植三叶青、金线莲等珍贵药材，林
下养鸡、养羊、养蜂，还利用森林独特的
景观资源，发展农家乐和森林旅游等，力
争实现不砍树也致富。

山清水秀的永泰县，被誉为福州的
后花园，但 GDP 排名在全市各县(市、
区)中长期垫底。2014 年，福建取消了
对列为限制开发区域的 34 个县 （市）
的 GDP 考核，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
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其中就包括永
泰县。摒弃唯 GDP 论后，永泰县建立

了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死守生态红
线，通过生态名片吸引文化、影视、旅
游、电子信息、食品等生态环保项目。
如今，多个投资额超百亿元的旅游综合
体、影视基地、软件园等大型项目入
驻，高科技环保产业强势崛起。

地处闽北山区的南平市，近 3 年没
有新批一个矿产开发项目，没有新上一
个重化工项目，而是利用生态优势发展
旅游养生、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特色产
业。全市地方级财政收入增幅连续 4 年
居全省前三，2015年GDP增速超过全省
平均水平。

绿色转型带来的是绿色发展。“十二
五”期间，福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7.4%提高到 10.1%，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2.5%提高
到 15.2%。京东方面板项目、联芯国际
集成电路、华佳彩高科技面板等一批龙
头项目加快建设，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
居全国第八位，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销售收入居全国第九位。

生态文明建设，福建探路前行。八
闽大地绿意盎然，绿色理念深入人心，生
态文明蔚然成风。

多重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福建持之以恒探索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本报记者 陈 煜

山山叠翠浪，树树映落晖。在江西省
会昌县庄口镇湿加松造林基地，林农胡宗
宝满脸喜悦，去年底，他将 500 多亩湿加
松全部委托给绿源林投公司做碳汇开发，
每年每亩可得5元森林生态价值补偿款。

“一棵普通的、正常生长 50 年的树，
它的市场价值可能不到 2000 元，但走碳

汇开发的路子，创造的综合生态价值远不
止这个数。”胡宗宝感慨地说。

说起碳汇，会昌的林农称之为“卖空
气”。前些年，该县欲进军林业碳汇行业，
却没有具备开发碳汇相关资质的企业。借
力市场联姻，该县注资 1.02 亿元，将拥有
15.15万亩商品林的林场改制成绿源林业

投资有限公司。去年12月，该公司与北京
盛达汇通碳资产管理公司签约林业碳汇
合作开发项目，使会昌成为江西少数几个
开发林业碳汇项目的县。

“我们与北京盛达汇通联手开发，开
发对象为40万亩人造林，开发期限20年。
借助先进的理念和经营模式，让企业有了

‘点绿成金’的能力。”绿源林投公司负责
人介绍，按照 1 亩林地一年化碳量 0.8 吨
至1.2吨计算，40万亩林地每年能形成碳
交易40万吨左右，眼下国内碳交易市场价
格为每吨25元，照此计算，会昌一年碳交
易能得到1000万元森林生态价值补偿。

通过开发林业碳汇项目，会昌县林农
“靠山吃山”的传统林业生产方式悄然改
变。该县积极促成参与碳汇项目的林农开
展多种经营，发展林下经济。洞头乡畲族
村村民蓝天翔家的 600 亩杉木林是碳汇
林，他在林下套种楠木、红豆杉等珍稀树
种，改善林种结构、提高林分质量，以增加
吸碳量。官丰村村民谢发金利用碳汇林从
事土鸡养殖，年出笼土鸡2万只，成功推出

“林禽共生”的林下养殖模式。
如今，不少林农表示，加入碳汇项目

开发，更加实在地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道理。林农们笑称，“生态

碗”就是“金饭碗”。
护绿扩绿，永续绿水青山，已成为会

昌上下的共识。近年来，该县强力推进护
林护绿行动，提升山林价值，先后出台一
系列改革举措，把封山育林和造林绿化结
合起来，编制省级森林城市创建规划，实
行5年全封山，全面禁伐阔叶林，暂停下达
经营性商品材采伐指标；严禁用木柴烤制
烟叶；规范山地开发行为，禁止挖掘机上
山开挖条带整地，大力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严厉打击各种涉林违法犯罪活动。

现在，山还是那片山，山上林木的价
值却迅速提升。改制一年的绿源林投公司
投入资金近200万元，实施高标准造林近
万亩，超过改革前林场10年的造林总量；
凤凰岽林场着力推进转型发展，积极开发
森林旅游项目，森林科考探险、野外宿营、
农家乐体验等成为生态经济的新亮点。目
前，该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9.84%，林地总
面积333.3万亩，活立木蓄积量845.2万立
方米。

“我们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石壁
坑水库的水质已经达到了可以直接饮用
的标准。”说起当地的好生态，会昌县水利
局副局长、石壁坑水电站站长文来炜十分
自豪。

江西会昌开发林业碳汇项目转变传统林业生产方式——

“生态碗”就是“金饭碗”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许远生

近日，设计师张娜在上海
为她的环保再造项目“再造衣
银行”（Reclothing Bank）举
行了一场独一无二的时装发布
会——模特身上 80 多款精心
设计的时装是由旧衣拆洗、改
造、再设计制作而成的，带给观
众很大震撼。

张娜的实践与探索已进行
了 6 年。历经岁月沉淀的旧
衣，带着一代代人的温暖记忆，
在她的重新设计下，变成一种

“可记忆”的时装，以新的姿态
流传开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衣着的凝重，九十年代个性的
张扬，进入新世纪的“快时尚”
让人衣服越多困惑越多⋯⋯这
些带着时代变化烙印的时装全
部 被 张 娜 重 构 到 新 的 设 计
之中。

一位女儿在失去母亲的黑
暗日子里遇见了张娜，她对母
亲的不舍打动了张娜，当一件
用母亲穿过的衬衣、毛衣和大
衣重新设计制作的大衣送到女
儿手中时，女儿泪流满面。穿
上这件带着妈妈气息的衣服，
女儿仿佛重回母亲的怀抱。

一家三口从海外归来，希
望通过张娜的设计将那段光阴
记载下来。张娜的努力让他们
惊喜，布片全部来自那时的服
饰，最特别的是将三个人的衣
服设计成一样的衣袖，当他们
手拉手转圈的时候，就成了一
个“圆”，密不可分。

把过去的时光浓缩成当下
时尚，让记忆经过洗礼重放光
芒，就是张娜创建“再造衣银
行”的初衷。

“再造衣银行”品牌始于 2011 年，核心是升级再造
（Upcycle）。经过多年实践，张娜总结出一套设计方法：
对同类型但不同时代的物料，以其结构的共同点为基础，
进行标准模式化设计与生产。

“再造衣银行”呈现的是缤纷融合之风，从用旧
衣、库存衣改造的全新连衣裙、夹克衫，到尽显功力的
拼布材料制作的西装、大衣，通过升级再造，衣服能循
环再生融入当代，成为崭新的时尚衣物，继续被人们所
喜爱并穿上身。

这几年，“再造衣银行”在上海静安区的一条时尚小
街安了家，低调却不孤独。在朋友们的关心支持下，“再
造衣银行”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2011年，“再造衣银行”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时尚设计项目受邀参加维也纳设计
节；2013年，同名展览在静安区一栋老房子举行；同年张
娜被上海《外滩画报》评为“中国十大环保英雄”；2014
年，入选中国时尚大典“年度影响力事件”；2015年，受美
国棉花协会之邀，参加“棉力量”展览；同年，与美国著名
公益组织 1%达成合作，销售所得的 1%用于全球环境保
护。“再造衣银行”张娜还将与壹基金合作，用旧衣改造帮
助更多人。

张娜一直坚信衣服带来的美和快乐能够直达心灵，
而“再造衣银行”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媒介，她希望借“再
造衣银行”探索人的内心，让记忆、情感与时代之美跨越
时光，以重生带来觉醒，令人更有力量前行。

这次时装发布是“再造衣银行”的国内首秀，秀场选
定具有历史与人文情怀、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公共空
间”的张园，陈旧却依然秀美的老建筑在不远处高楼的映
衬下显得沉静大气，与模特身上旧衣再造而来的华美气
质相吻合，更有一种“重生”的喜悦。

将旧衣物重新设计改造

，使其循环再生

—
—

浓缩过去时光

凝成当下时尚

本报记者

沈则瑾

铁岭市清河区张相镇斛米沟村，几年前还是光秃秃
的荒坡地，如今已遍布榛林。拥有20多亩榛子园的村民
刘壮说，明年还要继续扩大规模。

斛米沟的变化，源于清河区近年来力推的生态保护
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清河区独特的资源吸引了一批中小
企业落户。然而，在享受经济收益的同时，该区也承受了
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困扰。

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清河区从 2006 年开始，在全
区范围内连续 10 年实施“蓝天、净水、退围”工程：投资
802 万元改造了穿城而过的小清河；投资 570 万元建设
了城西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厂；投资 125 万元治理斛米
沟小流域；扎实开展了“退坡还林，封山围育”，全域禁
牧⋯⋯虽然财力有限，但是清河区铆足了劲儿，对生态
建设长抓不懈。清河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虽然几经调
整，但几届领导班子都能咬定生态不松劲、抓紧环境不松
手。曾经饱受雾霾之苦的清河人，彻底结束了出门“蒙纱
巾、戴口罩、跺脚头上有烟儿冒”的日子。

长期生态建设的效果非常显著。10 年前小清河水
里充斥着两岸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加上生活垃圾、畜禽粪
便，俨然一条臭水沟，附近居民纷纷搬迁。如今的小清河
已成为一条景观带。家住小清河沿岸的农民李连华告诉
记者，河边成了他茶余饭后的最佳休闲场所。

因看中清河区的生态环境，退休工人王铁军举家从
外地搬迁至此养老。王铁军告诉记者，清河的空气有一
种特别清新的感觉，呼吸也比平时舒服。截至目前，退休
以后从外地搬迁至清河区的养老人员已超过2000人。

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

十年改善环境 终现碧水蓝天
本报记者 张允强

图为清河滑雪场。 孙洪涛摄

江西会昌湘江源自然保护区。 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图① 厦门天竺

山脚下薰草园一角。

良好的生态带动了观

光旅游，也让种植者

获得收益。

图② 近年来，福建展

开小流域治理攻坚战，小流

域生态得到保护和修复。

图为经整治后的厦门海沧

过云溪上游段。

本报记者 陈 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