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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早上8点多，林福泉一家驱车10
多分钟来到福当山森林公园。沿着蜿蜒的
山路，一家人走走停停玩了近3个小时。
下山时已近中午，林福泉在山门处买了一
些当地村民自产的红糖、茶叶和蜂蜜，再开
车10分钟来到大布民俗文化村，在“八大
碗”农家乐吃了一顿当地特色午饭。饭后，
一家人走到村里的古码头参观，新修造的
闽江防洪工程和参天蔽日的古樟树相映生
辉，把这里变成了一处新的景点。

这是福建松溪县河东乡的一条乡村旅
游经典线路。在松溪，这样的旅游线路还
有很多，想体验采摘乐趣，可以去长巷村的
蔬果采摘园；要探秘玄武岩地质公园，可以
去岩后村看千万年前的史迹。此外，民俗
文化乡村旅游、森林公园生态旅游、湛卢宝

剑文化游、红色革命之旅等，也是当地颇有
人气的经典旅游线路。2016年通过国家
级生态县验收后，这座闽北山区县有了新
的旅游名片。

说起美丽乡村，记者近年来走过看过
不少，一些整村搬迁建成的移民新村看起
来现代气派、整齐划一，但每栋都一模一
样，村内全是水泥，村外全是黄土，城不像
城，村不像村，总感觉少了村落应有的味道
和风貌。
“土墙土瓦、青砖青瓦是乡愁记忆的一

部分，不应轻易进行涂装；坡屋顶是松溪县
传统房屋的建筑风格，是传统村落的重要
展示面。”松溪县主管美丽乡村建设的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陈世光告诉记者，近年来，
为了更好地推动乡村房屋立面修缮工作，

松溪县政府出台了《村庄整治房屋立面修
缮和景观带建设补助办法》，使村民有了主
动改造村容的积极性。2016年，县里对这
项工作投入500万元，今年增加到1000万
元，鼓励旅游线路沿线村庄的平顶房屋改
造成坡屋顶。两年下来，旅游线路沿线村
庄传统村落改造大见成效。

松溪县是福建北部的一个山区县，境
内植被丰富，山泉密布，是福建重要的“绿
肺”和氧吧。从2012年起，松溪县明确了
以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的美丽乡村建
设。居住环境的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村民
回到家乡发展农业生产；宜游环境的提升
为乡村旅游提供了更丰富的游乐体验，乡
村旅游的旺盛吸引来更多农业项目和产业
投资。几年前到松溪旅游，一般只能选择

两三个示范点或一座茶园、一座自然村。
现在到松溪体验乡村旅游，游客可以从多
条旅游线路中选择，游乐形式花样繁多，住
个十天半个月也不会审美疲劳。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同时，松溪县结合
“一村一品”和传统产业提升，发展景观农
业和休闲农业：祖墩乡登山村的红提、花桥
乡路桥村的莲子、郑墩镇万前村的蔗糖、河
东乡长巷村的葡萄等，这些美丽乡村的土
特产经过品牌包装，进入旅游伴手礼市
场。茶平乡刘屯村的锥栗、河东乡长江村
的红糖、旧县乡六墩村的黄粿、溪东乡古弄
村的生态米等特色农产品，由于品质好，价
格远高出市场上的同类产品。村民们都
说，乡村旅游带来了游客，还带来了新的观
念和新的市场，更带来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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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在已经微泛金色的青海金银滩
草原，一场以“大美草原守护行动”为主题
的草原生态文明促进活动启动。近年来，
我国草原管护、生态文明建设力度逐年加
大，曾经因各种原因而不堪重负的草原生
态得到有效恢复。

美丽草原我的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国草原生

态保护和建设力度最大的5年，草原

生态修复速度明显加快，全国草原生

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得到了有效

遏制

8月30日，四川红原县安曲镇，微雨
过后的草原飘荡着草香，愈发清新怡人。
安曲镇党委书记高兵地说，按常规这个季
节草场已经开始泛黄，但由于今年草长得
好，到现在还像一块大绿毯。

红原大草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中部，
这里地处长江、黄河上游重点生态功能
区，虽处高海拔区，但由于保护得力，是
我国最好的大草原之一。红原县农牧局局
长姜林说，红原县有天然草场 1164万
亩，过去，由于长期超载放牧，草原荒漠
化、沙漠化及鼠害、虫害、毒草害“两化
三害”问题很突出，“现在你看，这里已
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中国湿地
保护区’了”。

曾经呈现退化状态的红原大草原正在
逐渐恢复草丰水美的美丽景象。而这，正
是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我国不断加大
草原监理管护力度、明确草原改革发展新
任务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介绍，党的十八

大以来，是我国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
最大的5年，草原生态修复速度明显加
快，全国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得
到了有效遏制。全国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
畜超载率累计下降了15个百分点，天然
草原鲜草产量连续 6 年超过 10 亿吨，
2016 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4.6%，较前5年提高3.6个百分点。草原
重大治理工程区内草原植被盖度提高10
个百分点以上，牧草高度提高40%以上，
鲜草产量提高50%以上。草原牧区禁牧和
草畜平衡管理面积分别达12亿亩和26亿
亩。全国牧草种植生产稳中有升，保留种
草面积超过3亿亩。

在四川，2016年省财政厅安排落实
补奖政策省级配套项目资金1.5亿元，配
合补奖中央绩效奖励资金，重点支持牧区
建设现代家庭牧场184个、牲畜棚圈示范
6200多户50万平方米。支持基础条件较
好的牧区开展草牧业试验试点项目建设，
建设草种基地9000亩，人工草地10万多
亩，改良天然草地80万亩，建设草产品
试点项目16个。“通过补奖政策与地方政
策的配套，成功实现了禁牧不禁养、减畜
不减收。”四川省农业厅草原处处长汪源
泉告诉记者。

“草原卫士”在行动

草原监理在推动草原生态保护中

作用显著，不仅促进了草原保护的新

变化，也促进了草牧业的健康发展

在推动草原生态保护的各项政策举措
中，被称为“草原卫士”的草原监理员、
管护员功不可没。据了解，目前我国已经

建立各级草原监理机构918个，共有草原
监理人员近9000人，草原管护人员10万
余人。

补奖政策是我国保护草原生态的重要
举措。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仅中央投入的草原
生态保护资金就超过1000亿元，实施草
原禁牧面积12亿亩、草畜平衡面积26亿
亩。在青海省海西州，成立了州、县两级
草原监理站6个，共有草原监理人员69
人，聘用村级草原管护员2433人。实施
草原补奖政策以来，海西州对280万公顷
中度以上退化天然草原实施禁牧，对禁牧
区域以外的451.52万公顷可利用草原实
施草畜平衡奖励。自2011年开始，海西
州实施草原补奖总面积已达726.67万公
顷，累计发放补奖资金15.01亿元。

草原保护建设重大工程加快推进。据
了解，5年来中央财政投资100亿元，在
13个省区连续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投入
20亿元资金，启动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
二期工程进行沙化草地治理，退耕还草投
资标准大幅提高，投入23亿元实施新一
轮退耕还林还草项目。近3年草原防火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近8亿元，是前10年投
资总和的2倍，初步建立了部、省、市、
县四级联通的草原防火应急指挥平台。

监理促进了草原保护方式的新变化。
四川阿坝州副州长何斌说，阿坝州始终秉
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
推进以草定畜、禁牧减畜，夯实了草原可
持续发展基础。2016年，阿坝州落实州
级配套资金1550万元，支持开展抗灾草
料基地、草原承包图示系统建设、畜禽标
准化养殖小区新扩建，有力促进了草原畜
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参照村级防
疫员公益岗位管理方式，设立村级草管员
公益岗位，加强工作培训，有力配合和保
障了补奖政策的实施。

保护还促进了草牧业的健康发展。红
原县安曲镇哈拉玛村牧民泽布丹家有
2970亩草场，2011年被划定为草畜平衡
区，核准30亩草场可以养一头牦牛，牦
牛养殖数量因此减到了100头。按照禁牧
区每亩补助7.5元、休牧区每亩补助2.5
元计算，他每年大概能拿到1.2万余元的
补助。泽布丹说，他同时是当地的草管
员，每年有2400元补助。“政策实施之
前，我养了170多头牦牛，自己也想减，
但是又怕会影响收入。”但实践证明，通
过适度放牧，草原生态恢复了，通过三产
融合，减畜反倒增收了。

大美生态路且长

我国草原监管压力很大，要以草

原有效保护、畜牧业有序发展、牧民转

产转业为基础，着力转变草原畜牧业

资源利用、生产经营和经济发展方式

今年7月，阿坝州茂县农业畜牧和水
务局草原工作站站长冯秀英带着她的工作
小组，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草原清查工
作。此次调查涵盖天然草地调查样地50
个、样方150个，人工草地调查样地15个、
样方45个，入户调查20户，由3至5个清
查小组独立开展工作，许多在海拔3000米
至4000米的高山陡坡之上。“草原监理人
员爬坡上坎、骑马坐摩托，风餐露宿、日晒
雨淋。为的就是确保草原清查底数清、情
况明、数据真。”冯秀英说。

繁重任务的背后，有个不争的事实：我
国草原监管队伍建设还很薄弱，监督管理
压力很大。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各类草原
面积近60亿亩，约占国土面积的40%，但
全国县级以上草原执法监督机构仅有900
多个，在编人员不足1万人，人均监管草原
面积近70万亩。同时，还要面对草原法律
法规不够健全完善，草原概念不清、“一地
两证”，草原面积范围不清，草原征占用管
理工作薄弱，非法占用草原问题依然突出，
超载过牧比较突出，草原补奖政策的禁牧
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任务落实还存在差距
等现实难题。

怎么办？在今年8月召开的四川省现
代草原畜牧业助推产业扶贫现场会上，四
川省农工委主任曲木史哈说，要以尊重自
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以草原有效保护、
畜牧业有序发展、牧民转产转业为基础，
着力转变草原畜牧业资源利用、生产经营
和经济发展方式。对此，农业部草原监理
中心主任李伟方表示，当前重要的是扎实
抓好禁牧封育，加快基本草原划定，加快
重度退化草原补播改良，严格源头预防。
比如，继续推进草原确权登记工作，着力
解决承包草原面积不准、四至不清、位置
不明等问题，开展草原资源清查，准确掌
握草原面积、界限、所有权主体等信息，
划清草原与林地、耕地等其他土地资源的
边界。

草原管护工作犹如逆水行舟、滚石上
山，不进则退。正如李伟方所言，加强草原
管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已然明确，
道路还很长。

我国草原管护力度逐年加大，草原生态状况因此发生明显变化——

离离原上草 风光逐岁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瞿长福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公义镇党委书记李桂平三
天两头就去河边查看水质
状况。“我现在还是公义镇
通济堰段的河段长，要抓
的事不少呢。”他说。

在彭山区，共有 135
名像李桂平这样的河（段、
道）长，忙碌在小流域治理
一线。

在“河长治水”的同
时，彭山区还有众多的“点
长”“田长”“警长”奔波在
治气、治土、治尘、治超、治
砂等工作一线。

去年 6月份，彭山区
出台《关于推进小流域河
长制铁腕治理流域污染工
作的意见》，建立了区、乡、
村三级河长制度，对全区
10条主要流域完成了“一
河一图一策一表”编制。

彭山区将治理的 10
条河流统一安排区一级领
导作为河长，区人大领导
担任河道总监，区政协领
导担任河道总参，区纪委
书记担任河道总督，流域
流经乡镇（街道）的主要负
责人为河段长，流域主要
污染源业务主管部门为牵
头部门，区环保局一名班

子成员为河道“警长”。
彭山区委书记梁磊说：“要通过全面落实党政主

体责任、人大及政协监督和参政议政责任、监管执法
和考核责任这‘三大责任’，在系统生态治理上下真
功、见实效。”

为此，该区以河长制为统领，扎实推进工业污染
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城镇生活污水治理、小流
域生态修复、水库水产养殖治理“五大工程”建设。

对于李桂平所在的公义镇通济堰段来说，畜禽
养殖污染是主要问题。

随着河长制的实施，彭山区将辖区分为禁养区、
限养区和养殖区。目前，禁养区内的118家规模以
上养殖场已全部关停，限养区和宜养区限期治理的
912户养殖户也已按期完成整改要求。

不合规养殖场关停拆除后，首先变化的是生态
环境。“闻不到臭味了。”居住在养殖场附近的村民
说，这几个月的空气是近年来最好的。而通济堰主
干渠的水质，也在养殖场拆除后全面达标。

在总结河长制经验的基础上，今年起，彭山区在
系统生态治理上再次发力，全面实施点长制、田长
制，即开展“点长治气”，打响蓝天保卫战；“田长治
土”，打响净土保卫战。

在“点长治气”中，彭山区对工业污染排放、扬尘
和秸秆燃烧坚决说“不”，对不达标排放的企业坚决
关闭，仅在毛河流域，就有24家未达标排放企业被
关闭；在“田长治土”中，对破坏土壤，造成面源污染
的，同样坚决说“不”，今年以来，11家砂石场已被全
面关停。

宜 居 宜 游 是 松 溪
本报记者 石 伟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草丰美。 本报记者 瞿长福摄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监测

显示，今年全国草原植被生长状

况好于往年同期。随着草原管

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逐

步加大，以及草原补奖、退牧还

草、监督执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

的加快实施，我国草原生态状况

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景象正越来越广泛地

覆盖辽阔的大草原

8月 30日，

农业部在青海海

北州金银滩草原

启动大美草原守

护行动。

本报记者
瞿长福摄“五彩乡村”乐享生态红利

江西鹰潭龙虎山景区鱼塘村将民居整体规划改

造发展“农家乐”，红、橙、白、绿、蓝色民宿与丹山碧

水交相辉映，宛若一幅五彩斑斓的山水画卷。据了

解，这个“五彩乡村”年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村民

年人均收入达5万多元。 许志平 郭钦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