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花盛开鸟飞来

6 月 4 日，江西金溪县竹桥古村荷花盛开，景
色迷人，引来游客驻足观赏。近年来，该县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大力倡导“守护青山绿水，留住美丽
乡愁”，先后投入30 亿元构建全域生态体系，生态
环境得到有力保护。 汤文朕摄

一丛丛，一簇簇，山丹、石竹、蒙古冰草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的草原乡土
植物馆里，收集着草原种质资源 1000 多
种。这些适合国情、地情的乡土植物被收集
起来后，蒙草集团将之用于修复生态。20
年来，蒙草的生态修复技术正从草原延伸至
沙地、矿山、盐碱地、城市等多种环境修复。

原生植物修复生态

“我喜欢草，尤其是草原上的野花野
草。风吹日晒、无人管护、无人施肥浇水，
依然快乐地生长着。看着不起眼，但它内
部却是强大的。”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董事长
王召明说他一直琢磨着要用家乡草原上的
野生植物绿化当地环境，大学毕业后，创办
了蒙草集团。

用原生的乡土植物修复当地生态，首
先要求研究团队进入草场，引种、驯化、繁
育当地抗旱、抗寒、抗贫瘠的乡土植物。从
中国大西北到内蒙古西部的茫茫戈壁，再
到东部的呼伦贝尔草甸草原，该集团设立
了抗旱植物研究院、草原生态系统研究院
等 9 大生态环境研究机构，掌握了野生植
物驯化育种技术、生态修复集成技术，形成

5大技术标准。目前，该集团已收集草原种
质资源 1700 多种、8000 余份，土壤 11.3 万
多份，成为国内最完备的草原乡土植物种
质资源库。其中，有 160 余种植物取得生
态原产地保护，大量运用到各类生态环境
修复当中。

数据力量精准治理

打开“草原生态产业大数据平台”，不
管点击哪个地方，都会得到那里土壤、气
候、草地、水源、载畜等情况的大数据。数
据平台集成了某一地区近几十年以来的

“水土气、人草畜、微生物”等生态关键因素
数据，运用科学的数据储备和分析集成，最
终可以实现锁定任何经纬度或某种植物，
查询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等科研数据及科
学合理的生态修复治理方案。“未来可为每
个盟市、旗县甚至乡村搭建专属的大数据
库，成为全区指导农牧民的生产、生态和生
活，用数据力量实现精准生态治理，让科技
成果惠及每一户牧民。”王召明说。

呼和塔拉草原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东北部，总面积 10388 亩。历史上曾是水
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后来由于自然和人为

影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 2012 年开
始，蒙草生态环境集团按照市政府的要求，
开始对这里进行生态修复。首先，对场地
周围的环境、地形、土壤、植被、水分条件等
开展调研和科学论证，并进行全面的规划
设计。其次，在土地整理的基础上，根据典
型草原主要建群种和优势种植物，采用禾
本科和豆科相结合，草本、灌木和花卉相搭
配的原则，特别是应用了抗旱、低碳的蒙草
植物，主要包含蒙古冰草、羊草、赖草、新麦
草、野罂粟、蒙草补血草等 50 多种乡土植
物。如今，修复后的呼和塔拉已经成为离
呼和浩特最近的自然生态草原旅游景区。

近年来，经过对乌拉盖草原沙化草地
修复、科尔沁沙地治理、阿拉善荒漠治理的
实践，蒙草生态环境集团形成一套切实可
行的荒漠、沙地、沙化草地、退化草原生态
修复集成技术体系，并主持编制了《退化草
原修复技术规范》国家标准。

草产业发展前景无限

依据“植物科研＋技术输出＋种业基
地＋草种生产加工＋草种销售”的产业链
模式，蒙草集团推出适合不同区域、不同

环境的种业生态包、植生毯。“目前我国草
种超过七成依赖进口”，蒙草生态环境集
团党委书记钱瑞霞说，“下一步，我们将坚
持完善‘育繁推一体化’模式，确定生态修
复用种、美化绿化用种、景观与饲草兼用
品种 3 个育种方向，以乡土植物繁育为核
心，打造中国草种业的第一品牌”。

除了完备的种业规划外，该集团还大
力推进草牧业发展，主营天然牧草、人工牧
草，细分牛草、羊草、马草等品类。蒙草核
心业务现代草业采用“种植—收购—仓储
—加工—物流—交易”全产业链运作，配合

“蒙草牧草银行”模式，有效解决牧草仓储、
加工、运输和天然草场大量浪费等难题，让
牧民的草多时到“蒙草银行”存草、草少时
到“蒙草银行”贷草，两年来直接帮助 2100
多户农牧民增收2亿多元。

根据“牧草银行”模式，蒙草还建立了
“世界草产品信息交易平台”，用“互联
网＋”实现草牧业产品交易国际化。目前
已在我国和蒙古国建立了 13 个天然牧草
基地，以 PPP 模式在呼伦贝尔市和锡林郭
勒盟建设了两个对蒙古国口岸园区。据介
绍，该集团可实现年收储牧草 20 多万吨，
已成为中国天然草规模最大企业。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

还 原 草 原 的 乡 土 丽 质
本报记者 陈 力

夏日的秦岭，峰峦叠
翠，鸟语花香。清晨 8 点
多，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国税局干部肖建峰早早驱
车来到紫阳县开源富硒科
技发展公司。肖建峰当天
下基层有 3 件事：一是为
对接开源公司申报省级农
业示范园筹备工作。二是
挑选 60 余户包联村民，
为企业联系劳动力和原材
料订单。三是落实小微企
业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紫
阳县开源富硒科技发展公
司副总经理来小刚坦言，

“去年紫阳县国税局向公
司推介了 100 户贫困户，
公司通过‘企业+农户’
的订单农业模式鼓励贫困
户种植玉米，既有助于脱
贫攻坚，企业也享受到了
税 收 优 惠 。 2014 年 以
来，公司按订单共收购贫
困户玉米380万吨，共获
得农副产品税务抵扣进项
税18.6万元”。

陕西安康是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涵养
区，既要确保一江清水送
京津，又要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发
展生态经济成为安康市的
首选战略。为此，当地税
务部门通过落实一系列税
收政策的杠杆作用，支持
生态农业发展和传统企业
改造升级，助推水污染治
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用

“ 绿 色 税 收 ” 勾 勒 生 态
画卷。

紫阳县开源富硒科技发展公司是一家以富硒
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现代农业企业。当地
国税部门主动与开源建立定期联系机制，结合扶
贫工作，为双桥镇200多户贫困户签订玉米订单
收购协议，促进了沿江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同时，国税局帮开源争取到政府的300万元
产业扶持资金，并推荐开源参加了武汉小商品快
消品推介会和湖北恩施富硒特产推介会，签订
300 万元合同订单。在税收政策的引导和扶持
下，该公司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销售额突破 3000
万元。来小刚表示，公司计划明年再新增两条生
产线，与全县 5 万农户签订玉米生产订单协议，
覆盖贫困户2万户。

与开源一样，安康莲花实业公司也是“绿色
税收”的受益者之一。“市国税局主动上门服
务，将我们公司纳入第一批抵税试点企业，并免
费对公司的财务、经营人员进行了财务培训。一
年来为企业减免税收 300 万元。”安康莲花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忠告诉记者，在国税部门的支
持下，公司投资建成了绿色生态种植和富硒生猪
养殖基地，实现了废弃物利用资源化、农业清洁
化生产，并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产业发展模式，带动2000户贫困户就业。

针对安康水源涵养区特点，当地税务部门在
汉江综合整治、水污染防治等项目上加力扶持。
2016 年，全市江河沿线集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减免所得税近100万元，增强了污染防治能
力。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安康
一些传统水泥行业面临向绿色、生态化发展转
型。在平利白龙水泥有限公司，企业通过加强技
术改造升级，用新型干法技术取代传统的立窑生
产技术，在生产原料中利用 30%的工业废渣。
企业在享受“营改增”固定资产税收抵扣政策的
同时，还获得近370余万元的即征即退税款。

安康市国税局局长张大峰表示，2016 年安
康国税兑现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4.77 亿元，小微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受惠面达 100%，其中全市享
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备案的污水
处理厂 5 户，退税 32.99 万元。全市享受资源综
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备案的水泥厂户数
6 户，退税 1250.04 万元。此外，他们还开展了
纳税信用评定工作，建立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
联合全市所有商业银行推出“银税互助”金融产
品，为7户企业争取贷款5250万元。

在绿色税收政策和精准服务的作用下，安康
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6 年，安康市地
表水水质优良率达到 100%，汉江出陕断面水质
稳定保持在国家Ⅱ类地表水标准，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全省排名第一。

陕西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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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生态富民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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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首个“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暨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推进
会在湖北神农架林区举行。神农架也成为
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和生物
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遗产3大保
护制度共同录入的“三冠王”名录遗产地。

华中屋脊何以走向世界？“这得益于
‘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神农架
林区党委书记周森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神农架人已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
头，步入了绿色发展的快车道”。

严守生态底线

无边无垠的原始森林，曾是神农架璀
璨夺目的风景。然而，在选择发展道路和
发展方式上，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神
农架也曾走了一段弯路。

上世纪50年代，神农架成为国家重要
的商品木材供应基地，伐木经济热火朝天，
生态环境却遭到巨大破坏。森林覆盖率从
85%下降到 63%，森林可采资源量所占比
例不足 30%。国外媒体预言：不久以后，
神农架将从地球上消失。

上世纪90年代末，神农架开始坚定推
行自然生态保护，开启了神农架“生态优
先，保护第一”的自我变革之路。

如何有效保护好这一片绿色净土？神
农架林区党委、政府一直在探索。

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湿、绿满
荆楚工程，进行大九湖生态移民保护，发布
碳汇交易“神农架标准”，关闭小水电站，注
销探采矿权证。2012年起，林区决定不再
审批水电和矿产开发项目，有序实施减量
管理。神农架水利电力局总工程师张永强
说：“截至目前，已经关闭了6座小水电，未
来5年，还要再关闭30座小水电。”

从实行生态文明建设书记责任制到开
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再到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神农架大
胆先行、主动作为。在全国率先编制《国土
空间开发利用管控规划》，建成金丝猴生境
及活动监测平台、国家金丝猴科研中心、下
谷猕猴研究基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天敌孕
育库、华中种质资源库。去年，又完成大熊
猫展养基地建设。

一系列“组合拳”使全区森林覆盖率由

88% 上 升 到 91% ，核 心 保 护 区 内 高 达
96%。清新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标准，是世
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72倍。神农架大九湖
公园管理局局长王文华告诉记者，经过几
年努力，大九湖的生态环境恢复到了20世
纪 80 年代的水平，再现了“鱼跃鸟翔”“风
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景象。

作为我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
区，目前，神农架“空中有飞机、山头有监
控、路口有探头、林内有巡护、应急有队伍”
的立体资源管护网络初步建立。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使神农架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如今，生活在神农架的金丝猴
总量达到1300多只，是我国境内数量最多
的一个群体。去年，大熊猫“奥运”和“韵
韵”也住进了这个“新家”。

神农架林区自然资源“体检报告”显
示：神农架现今分布高等植物 3684 种、脊
椎动物544种、昆虫4358种，与20世纪80
年代调查结果相比，分别增加 445 种、45
种、1120种。

发展生态旅游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神农架！”去年以
来，一则旅游广告语传遍大江南北。

在神农架林区党委书记周森锋的案
头，常年放着一份神农架与张家界、九寨
沟、美国黄石公园、肯尼亚马赛马拉公园的
对比分析报告。

“省委、省政府为神农架确立了‘建成
世界著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定
位。论资源禀赋，我们足够。而要实现这
一战略目标，就要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神
农架。”周森锋说，“要在全球比对中提升我
们的保护理念、管理措施、产品服务，和黄
石公园这样的‘高手’过招”。

神农架不断加快品牌国际化进程。参
与国际科考，神农架作为多部科学纪录片
主角，登上全球著名电视频道 discovery；

借助好莱坞大银幕，迪士尼跨国团队打造
的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大脚印》等，让
世界观众领略神农架的神奇神秘；参评各
种国际国内组织自然资源评比，神农架扛
回了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国家
5A 旅游景区等多块金字招牌。这里还先
后跻身全国首批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发展旅游业与生态保护相结合。伐木
人成为护林人，“木头经济”转型“生态经
济”，深山穷区嬗变为旅游景区。目前，全
域重视生态保护，全民参办旅游的格局正
在形成。

大九湖、盐道水街、官门山、巴桃园等
一批新的景区景点相继开放；神农架国际
滑雪场、天燕滑雪场建成，滑雪经济以年均
80%的速度爆发增长；松柏“林海慢城”、下
谷坪土家风情小镇、坪阡盐道古镇、龙降坪
国际旅游度假区等建设如火如荼；君兰酒
店、阿尔卡迪亚森林酒店，更是填补了当地
五星级酒店的空白；神农架机场成功试飞，
架起通向世界的“天路”。郑万高铁神农架
建站获批，保神高速公路工程奠基，为旅游
业腾飞插上翅膀。

“神农架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发
展生态旅游是希望所在。”神农架林区区长
李发平介绍，5 年来，神农架接待游客由
417 万人次攀升至 1094 万人次；旅游经济
总收入由 14 亿元增至 40 亿元，年均增长
36%。去年，神农架服务业增加值增幅
12.1%，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10%，两
项指标均位居湖北省第一。

构筑生态经济体系

绿水青山，如何成为金山银山？神农
架林区给出的答案是：构建以生态旅游和
绿色产业为支撑的生态经济体系。

“以前靠卖木材吃饭，现在靠卖清新空
气、优美环境吃饭，旱涝保收。”51 岁的卢

德炎是林区大九湖镇人，几十年来，他历经
围湖造田、运送木材、种植高山蔬菜等一系
列经营活动，每年收入始终不超过2万元，
腰包一直没有鼓起来。这几年大九湖发展
旅游，他开起了农家乐，每年净赚 30 多万
元。

盘 水 ，昔 日 是 松 柏 镇 的 一 片 荒 地。
2012 年，省级盘水生态产业园启动建设。
3 年来，入园企业从最初的 6 家增加到 23
家，投资过亿元的企业达到 3 家。目前，

“酒、水、蜜、茶、菜、药”类企业初具规模，涵
盖现代农业、特色养殖、生物医药、旅游商
品4大产业。

“神农架生态产业集群被纳入全省重
点成长型产业集群，成为林区转型发展的
增长极。”林区发改委总经济师左邦云介
绍，神农架已建成生态茶、百花蜜、养生酒、
饮用水、高山菜、中草药、小杂粮、干果、畜
禽、水产等农林产品基地。

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效益日益明
显。好山好水成为了招商引资的法宝，倒
逼企业履行生态保护责任。康帝集团发现
松柏镇宋家拐水源地的矿泉水流量日均达
65 万吨，建厂房时在水源地 170 米深处日
取水量可达 36 万吨，但企业只取用 15 万
吨，目的是留足生态水，保持自然生态平
衡。康帝集团经理郑小飞说：“在生产过程
中绝不竭泽而渔盲目开采水资源，全力做
到零污染、零排放，为神农架的生态保护尽
到企业责任。”

聚焦生态链，提升百姓幸福度，神农架
频频发力。建成天然气供气体系，成为华
中高山地区唯一通管道天然气的区域；在
全省率先实施学前3年免费教育。与武汉
名校联办高中，“托管办医”组建太和医院
神农架林区医院、武汉第一医院神农架林
区中医院，教育医疗水平比肩大城市，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连续5年全省第一；全区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5 年减少 8162 人，今年将
实现全区“脱贫摘帽”。

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

以绿为底 绘出好风景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马 超

大九湖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如画。 柳 洁摄

目前，生活在神农架的金丝猴总量已
经达到了 1300 多只，是我国境内数量最多
的一个群体。 姜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