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集团子公司专心
做业务，把所有资金相关
工作都交给我们来完成。”
谈到对集团成员单位的支
持，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杜乐告诉记者，“作
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的内部金融平台，我们的
目标是成为绿色产业中的
金融专家和金融行业中的
绿色产业专家”。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
司是中央企业中唯一一家
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产业
集团。目前拥有518家子
公司，其中二级子公司27
家、上市公司6家，业务分
布在国内30多个省市及
境外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员工近5万人，资产总额
1531.14亿元。

中节能财务公司伴随
着中国节能的绿色产业发
展而生。近几年中国节能
各项业务均得到飞速发
展，在绿色产业发展的同
时，集团公司将开展绿色
金融、实现产融结合作为
重点工作之一，财务公司
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成
为服务集团公司绿色产
业，专注绿色金融的金融
机构。

站在绿色金融的风口
上，中国节能紧抓发展机
遇，积极投身于绿色金融
的研究和推动工作，参与
开展了绿色融资机制设
计、项目筛选与评价、节能环保效益评价等一系列
基础性制度研究，并作为主要编制单位完成《绿色
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版）》。
“集团公司在绿色产业领域深耕细作30年，

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数据和技术，财务公司依
靠集团公司平台，可更加深入地了解、掌握绿色产
业全产业链的发展、运营以及盈利模式，更加体现
我们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专业性。”杜乐表示，财务
公司拥有丰富的金融产品、专业的金融人才、完善
的风险管控体系，“在把控风险的同时，通过我们
的金融方案设计，将绿色金融产品对接到每个绿
色项目，可以有效地实现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的
结合”。

比如，与其他绿色低碳产业类似，中国节能集
团也面临资金瓶颈的挑战。作为集团内部金融机
构，财务公司充分发挥资金调剂作用，通过贷款投
放引导内部资金集中于集团重点支持项目；作为
银团贷款牵头行，财务公司引导多家银行信贷资
源流向绿色产业。经测算，财务公司的绿色贷款
累计实现节约标准煤 80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591万吨、二氧化硫11万吨、氮氧化物10万吨，
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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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银杏树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了！”在云南腾冲市固东镇江东社区银杏
村，村民们指着村口那棵茂密参天的大银
杏树告诉记者，“银杏树可是我们村的‘摇
钱树’”。

种出银杏美景
“村在林中，林在村中”是银杏村

的最大特色。村民就生活在银杏树

林里，走在村里，就像走在画里

银杏村距腾冲市区40多公里，由江盈
村、陈家寨、坝心、四合村4个自然村组成，
共1012户，人口4021人。全村有耕地总
面积4183.3亩，人均耕地面积1.09亩，主
要种植水稻、玉米、烤烟、小麦等作物；另外
拥有林地26435.2亩，主要种植银杏、核桃
等经济林果。

据考证，银杏村古村落形成于明洪武
年间。那时，江东祖先从四川成都到此戍
边，发现这里有许多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
银杏树，便在此地安营扎寨。他们在房前
屋后和庭院里继续种下了许多银杏树，从
此银杏村人就有了种植银杏树的传统。因
为银杏果有清肝明目作用，对心血管疾病
也有一定治疗作用，所以总能卖出好价钱，
较高的经济价值让村民种植银杏树的热情
很高。

黄超金统计过，从 1997年到现在，
村里共种了1万多株银杏树。如今银杏村
种植的银杏树有1万多亩3万余株。其中
集中连片的古银杏树就有2000余亩，千
年以上的古银杏树有60多棵。“村在林
中，林在村中”是银杏村最大的特色。
“我们全村人就生活在银杏树林里，风景
美、空气好。到了秋天银杏树叶变黄的时
候，满树金灿灿的，别提多美了！走在村
里，就像走在画里一样。”黄超金告诉
记者。

银杏树从种下到挂果大约需要40到
50年的时间，所以有另外一个名字“公
孙树”，也就是说，爷爷辈种树，到孙子
一辈才能收获果实。这种成长过程似乎也
昭示着，对银杏树的爱护是悠长而细腻
的。银杏村人至今记得，10几年前，腾
冲市政府的32个部门都来领养了一棵银
杏树，负责这棵银杏树的病虫害防治、施
肥等。
“银杏就是我们的救命树，在那个缺粮

的年代我们是靠银杏果充饥的”，如今已经
靠农家乐致富的银杏村人从来没有忘记银
杏树带给他们的福泽。

带火乡村旅游
村里现有137户人家开办农家

乐，达标房间有775张床位，全村已

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旅游业

银杏村《村规民约》规定：村民盖房子
必须绕开银杏树；新娘嫁到村里来，必须种
一棵银杏树。这些习惯，让银杏村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一道风景。

旅游的人们纷至沓来，许多人都把美丽
的银杏村纳入必去旅游的目的地之一。

2008年，银杏村有8户人家办起了农
家乐。很快，各项基础设施的短板开始显
现。黄超金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从国家到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再到镇、村级对银
杏村的资金投入达1.83亿元，各类项目包

括美丽乡村建设、古村落保护、乡村旅游建
设、水电路综合改造、村级柏油路建设等。
如今，两旁种上银杏树的乡村旅游公路“银
杏大道”直通村里。

截至目前，村里有137户人家办起农
家乐，达标床位775张，全村已有三分之一
的人从事旅游业，带动本村及周边村民就
业600多人，这些村民每人每月有1500元
的工资。此外，还有从事农业的近2000
人，他们大量种植了银杏、核桃、红花油茶
等经济林果作物。到2016年底，银杏村年
人均纯收入达到9630元，与2008年3600
元相比增加了近两倍。

不仅经济效益显著,生态环境也越来
越好，旅游产业日渐兴旺。2010年江东社
区被列为云南省首批旅游特色村，并从此
提出了打造“中国银杏第一村”的目标定
位，为切实抓好江东古银杏生态旅游村建

设厘清了发展思路。

拉长产业链条
为解决除了秋季旅游旺季之外

另外三个淡季的经营发展问题，挖掘

江东特色文化产业，推出深度文化游

成为首选

在枝繁叶茂的银杏树上，能看见稠密
的银杏果挂满枝头。从 2010年到 2016
年，银杏村仅银杏果就有600万元的纯收
入。据说，一株树龄300年左右的银杏树
每年收入可达万元。每到儿女长大分家
时，人们一定会把挂果的银杏树分在老人
名下，作为老人晚年生活的保障。现在，村
里已开始深度挖掘银杏的药用价值，推出
银杏叶茶等深加工产品。

随着银杏村的旅游渐成规模，游客也
从周边城市延展到国内外。眼界的开阔，
档次的提升，倒逼银杏村的旅游业步入市
场化运作。2015年8月份，银杏村与固东
镇和腾冲旅游投资公司联合成立了四季江
东旅游开发公司，银杏村占30%的股份。
从公司成立至2016年，银杏村已累计获得
103万元的纯收入。

银杏村的旅游旺季是秋天银杏叶金黄
的时候，“去年接待游客达30多万人次，最
多的一天有2万多人，订不到房间和床位
是常事”，黄超金说，旅游公司成立的目的
之一，就是寻求解决除了秋季旅游旺季之
外另外3个淡季的经营发展问题。

于是，挖掘江东特色文化产业，推出深
度文化游成为首选。腾冲皮影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自明朝时期传入腾冲后，江
东村村民就开始组建皮影表演戏班。历史
上固东皮影极为繁盛，剧目多取材于传奇、
民间故事等，游客喜闻乐见。旅游公司整
合当地的皮影、背腰、油纸伞和刺绣等文化
艺术品，推出了皮影表演等文化艺术节目，
成功拉长了旅游产业链。

银杏村未来蓝图的展望更令人欣喜：
银杏村坐落在江东山脚的火山台地上，地
势开阔，背靠江东山，四周是千顷良田，陇
川江顺村落从西边流过。按规划，村里要
建造悬崖酒店，在周边的天生江峡谷上打
造玻璃栈道，在陇川江上搞漂流，在村寨后
面辟出200亩地建设田园风光，并把溶洞
奇景落水洞作为旅游的延伸产品一同打
造，“构建一条吃、住、行、游、购、娱完整的
旅游产业链，实现自然资源与乡村文化的
紧密结合，让幸福和谐的银杏村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黄超金说。

从种植银杏树到开发银杏深加工产品，从开办农家乐到综合开发旅游资源——

银杏村里银杏树 收获美丽与财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初秋时节，走在安徽芜湖繁昌荻港长
江江畔，过去长期盘踞在江边的非法码头
和堆积的砂石不见了，长江岸线清晰呈现
在眼前。而更让人期待的是，这里还将实

现生态复绿。等到来年春天，“春风又绿江
南岸”的美好意境将变成现实。

作为安徽省仅有的两个拥江而立的城
市，芜湖拥有长江干流岸线193.9公里，占

长江安徽段干流岸线长度的24.9%，其中
近岸水深在 5 米以上的岸线长 143.1 公
里。近年来，芜湖依托港口，建设了一批开
发园区，对形成拥江临港产业带，进一步发
挥沿江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全市
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江哺育了芜湖，保护长江，芜湖责
无旁贷。根据2015年出台的《芜湖市长
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目前芜
湖市长江干流岸线利用率在30%左右，总
体利用率不高，南北岸线开发保护差异较
大。北岸由于集疏运条件较差，不仅利用
率较低，规划布局也不尽合理；南岸保护
情况相对较好，工业、港口、生活岸线清
晰，取水口水源保护区明确，但也存在一
些遗留问题。
“长江干流岸线整治行动的目的，不是

搞开发，而是进行保护。结合芜湖实际，改
变长江两岸开发保护差异较大的现状，实

现南岸北岸相同标准的生态复绿，最终还
长江两岸一片绿。”芜湖市发改委有关人士
告诉记者，当前的首要目标是拆除芜湖境
内长江干流岸线所有非法码头、非法修造
船点和黄砂经营点，最终让芜湖长江干流
岸线全面实现生态复绿。

根据芜湖市长江干流岸线集中专项整
治实施意见，今年以来，长江干线范围内
的非法码头、非法修造船点、黄砂经营点
已拆除；目前，正在拆除黄砂经营点；9
月底前，拆除非法码头、非法修造船点；
12月底前，完成岸线生态复绿工作。“各
项整治项目任务已分配到具体的县区、部
门，并排定时间节点，定时督查、通报，
同时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依法打击非法占
用和破坏岸线资源等行为，确保按时按质
完成专项整治任务，为下一步生态复绿工
程打造坚实基础。”芜湖市发改委有关人
士表示。

安徽芜湖推进长江岸线生态复绿工程——

还长江两岸一片生机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林 见

鹭鸟舞翩跹

9月7日，江苏盱眙县戚大山森林公园，一群

群鹭鸟或欢歌嬉戏，或翩翩起舞，为城市中的“鹭

鸟乐园”绘出一幅生态美景。为保护这些可爱的

鸟类，当地通过植树建绿、宣传爱鸟知识等措施，

让鹭鸟融入城市生态，与市民和谐共处。

周海军摄

走在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平安
镇大竹村，只见6000多亩的经果林中，种
满了青翠李、车厘子等果树，远远望去，山
上披满绿装，充满生机，令人心旷神怡。
“这几年实施退耕还林，山坡绿了，我

们的腰包也鼓了。”正在果园里劳作的村民
殷安奎告诉记者。

在彭水，像殷安奎这样借退耕还林的
机遇，通过发展特色经济林脱贫致富的林
农还有很多。

作为重庆市7个森林资源大县之一，
彭水县最近几年以退耕还林为重点，在39
个乡镇分别集中连片打造了规模达1000
亩以上的林业产业基地。按照规划，到
2020年，彭水全县实施退耕还林40万亩，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8%。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重庆共完成国家下达的前一轮退耕
还林工程建设任务1923.5万亩，其中退耕
地还林661万亩、荒山荒地造林1068.5万
亩、封山育林194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地
还林工程建设任务244.5万亩。

除了帮贫困户脱贫，退耕还林工程最
明显的成效是生态环境的改善。重庆市监
测报告显示，退耕还林工程2016年实现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改良土壤和固碳释氧等
生态效益服务价值达1141亿多元。

在退耕还林等工程的推动下，截至
2016 年 底，重庆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5.4%，较工程启动前增长22.4%；长江两
岸森林覆盖率达到50.2%，较工程启动前

增长27.4%。同时，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
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多，对改善
长江水质、保障三峡库区生态安全和三峡
工程的安全运营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推进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中，重庆坚
持增绿与增收相结合，积极培育绿色生态
产业基地，按照“一县一品”“一乡一品”的
林业产业发展要求，推广发展核桃、花椒、
油橄榄、蚕桑、中药材、柑橘等树种和产业，
目前全市共建立林果等产业基地750万
亩。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重庆退耕
还林产业发展共实现收入76.4亿多元，其
中，后续产业基地收入52.9亿多元，特色
乡村旅游收入13.1亿多元，林下种植养殖
业收入10.4亿多元。

重庆彭水县：

退耕还林增绿又增收
本报记者 吴陆牧

云南腾冲银杏村现有

银杏树1万多亩3万余株，

其中集中连片的古银杏树

就有2000余亩。充分开发

这一优势资源，银杏村从开

展银杏深加工到开办农家

乐，再到综合开发旅游资

源，成功实现了“银杏树产

业链”的延长

海南落实森林资源管护责任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为落实天保工程（天

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护责任，海南省林业厅已分
别与11个实施单位签订天保工程森林资源保护
目标管理责任书，将天保工程689万亩森林资源
管护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和山头地块。

实施天保工程，不仅是国家维护生态安全、提
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海南省改善
生态环境、实现国际旅游岛建设中长期目标的根
本保证。自2010年国家天保工程二期启动后，海
南省天保工程管护面积达到689万亩，管护规模
和责任都比一期更大。在天保工程二期10年期
限内，海南省将陆续投入约16.8亿元进行管护。

海南省林业厅还建立了全省公益林管护站点
网络，设立公益林管护岗位4471个，实现了对全
省1345万亩生态公益林巡护工作全覆盖。同时
引入了现代科技手段，在霸王岭、尖峰岭等一些自
然保护区，试点利用手机导航软件对护林员巡护
过程全程跟踪监管，确保护林员日常巡护路线合
理、管护到位。今后还将启用国家林业专项卫星
对中部生态保护核心区森林资源进行即时监控，
争取对砍伐林木、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早发现、早
制止。

安徽芜湖长

江两岸实施开发

保护，实现南岸

北岸相同标准的

生态复绿。

（资料图片）

枝繁叶茂

的银杏树为银

杏村的村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

的收益。

本报记者
李佳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