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江苏省的海岸线，由北向南，连云
港、盐城、南通三市形成了一条美丽的风景
带。“沿海旅游”已经成为江苏省对外宣传
推广的旅游新品牌以及备受游客追捧的华
东旅游新亮点。

在生态保护中求发展

生态环境不断向好，促使旅游经

济实现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连云港

市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9.8%和11.7%；盐城市接待游客

人次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6%

和25.8%

8月29日，迎着潇潇秋雨，记者一行来
到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的海上云台
山国家森林公园。

海上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依山傍海，
森林覆盖率达95%，是一个以“城中景、港
边园、海上山、景融村”四大空间组合为优
势的特色景区。

据江苏省连云港市旅游局局长王芬介
绍，早在1986年，海上云台山国家森林公
园就成为江苏省自然保护区，1988年被列
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到1993年，又被列
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一直以来，极富山水画、田园诗意境的
海上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都被称为现实中
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然而，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
森林公园里的基础设施、娱乐项目等已经
无法满足游客越来越多元的消费需求了。

为了盘活海上云台山的旅游资源，
2009年，连云区专门成立了连云港云台山
生态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始对海上云台

山国家森林公园进行保护性开发。历经4
年的精心开发建设，景区累计投入1.2亿
元，形成了竹海禅境、峡谷幽深、云雾茶庄、
云中漫步等六大游览区，成功打造出了
“山、海、港、岛、城、湿地”互融互动的滨海
旅游新格局。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连云港全市接
待国内外游客超过1300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19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8%和
11.7%。其中，仅连云区今年1—8月累计
接待游客就已超77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达83亿元。如今，一个“春赏花、夏观
海、秋品叶、冬看雪”的生态旅游示范区正
逐渐形成。

拥有世界级质量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
盐城，发展旅游有着同样的天然优势，也更
因其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的特殊身份，
增添了独特风景。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拥有东部沿海
582公里海岸线、683万亩海涂湿地，是亚
洲东部太平洋西海岸面积最大、生态保持
最完好的海洋型滩涂湿地，也是全球60%
的野生丹顶鹤的主要越冬地。
“生态保护是发展生态旅游的根本”。

盐城市旅游局副调研员朱正金介绍，为保护
生态环境，全面杜绝破坏生态的违法违规行
为，去年以来，盐城市专门建立了自然保护
区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沿海六县（市、
区）政府、相关部门、保护区及有关镇村联合
起来，共同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反馈意
见。目前，盐城国家珍禽自然保护区内违法
采集泥螺等行为已全面杜绝。

生态环境不断向好，旅游经济也实现
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盐城全市接待
游客151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70.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6%和25.8%。

在生态建设中得实惠

从“产业自循环”走向“旅游+”，

构建全域旅游新模式，不仅推动了农

业生产、旅游观光等产业的全面融合，

同时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全面完善

与升级

8月30日，刚下完雨的荷兰花海景区
内空气清新。这边，岸上的向日葵、池塘里
的荷花争奇斗艳，令人心旷神怡；那边，为
迎接国庆“黄金周”，加班加点布置园区的
园丁们正有条不紊地赶工期。

见到陈荷兰的时候，她正和同村的几
位村民一起打造花卉雕塑。陈荷兰是江苏
省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同丰村的村民，她
告诉记者，2013年花海开工建设的时候，
她家的7亩多地就流转给了花海。“花海所
在的地方以前大多是荒田，因为离海近，种
庄稼收成很低，许多村民都不愿意种，当听
说政府把地建成花海的时候，村民们二话
不说就同意了。”陈荷兰说，种庄稼要看天，
风调雨顺的时候一亩地纯收入最多也就三
五百元，现在每亩按900元的价格全部流
转，每年就能拿到6000多元。“每年在花
海里务工10个月，每个月还能拿1800元
左右的工资，钱没少赚，关键是天天看着这
些花花草草，心情特别好。”

自建设以来，荷兰花海景区围绕绿色
发展理念，坚持产业融合方向不动摇，培植
“商养学闲情奇”新业态，构建全域旅游新
模式，促进转型升级，从“产业自循环”走向
“旅游+”。其中，“旅游+农业”的效益显
著。据了解，荷兰花海项目已经累计完成
投资33亿元，其中核心景区投资3.2亿元，

占地3000亩，形成种植郁金香300多个品
种、3000多万株的规模，成为黄海之滨颇
具规模的旅游休闲度假地。

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党委书记、荷兰
花海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李实业告诉记
者，在培育发展“花市经济”的同时，花海还
不断放大品牌效应，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一方面，为了彻底摒弃百年传统粮棉种
植模式，将传统棉农变为现代花农，花海先
后流转700户5000亩土地，实现了大批农
村劳动力洗脚离田、田外增收；另一方面，
以赏花经济为切入点，推动农业生产、旅游
观光等产业全面融合，全镇先后有400多
名农户直接在花海参与花卉种植和管护，
周边餐饮住宿、旅游商品销售、客运等关联
产业从业人员超500人。

此外，为适应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当
地农村基础设施全面完善，3年来农村修
路、建桥等基础设施累计投入1.6亿元，基
础设施的富民效应初步显现。

南通启东吕四渔港是全国四大渔港之
一，地近长江的出海口，冷、暖、咸、淡不同
水系在此汇合，使得这里成为多种名贵水
产品的繁殖和摄饵的优良渔场。“但老渔港
太拥挤，很影响生意。政府投资几亿元改
造成新渔港后，时尚又现代，外地客人尤其
上海客人来得多，海鲜零售生意翻了一
番。”南通启东屹森水产公司负责人曹国安
告诉记者，“每年大海放流鱼苗蟹苗海蜇，
今年吕四渔场鱼虾多了，渔民收入增加了，
打心眼里感激政府。”

今年以来，南通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努力把生态旅游业培育成全市战略性支
柱性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上半年全市实
现旅游总收入320亿元，同比增长15.5%；接
待游客211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111%。

江苏沿海城市依托生态优势发展旅游、促进惠民——

生态优势为旅游经济赋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制造之城广东东莞有个以造纸业闻名
的小镇中堂，镇上密布着18家造纸厂，生产
的包装纸占全国的22%。每天，都有5万到
10万吨经过处理的造纸废水排入当地河
涌，再加上废气、废渣，令中堂镇的生态治理
“压力山大”，而当地造纸业在日趋严格的环
境整治下也陷入萎缩。

数月前，因为一家生态环境综合服务
企业——东莞水投集团的参与，中堂镇终

于找到了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钥
匙”，即通过造纸绿色供应链改造，实现造
纸业绿色化生产。
“水投集团与中堂镇开展合作，帮助造

纸业进行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改
造。”东莞水投集团董事长助理刘善武告诉
记者，“比如造纸废水，虽然处理后达到了工
业排放标准，但与地表水仍有很大差距。我
们采取专管收集的办法，将十几家厂的污水

用专管统一排入市政污水厂处理，再在旁边
建一片湿地，经湿地再次过滤，达到地表水
排放标准后才排入大自然。”

依托水投集团开展的“绿色供应链造
纸行业试点”实践，中堂镇希望将造纸业集
中的潢涌村打造成“中国绿色造纸第一
村”。不仅中堂有此意向，刘善武表示，水
投集团正致力于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理念
和实践向东莞乃至珠三角星罗棋布的专业
镇推广，从长安镇的电子业到厚街镇的家
具业，从古镇镇的灯饰制造到沙溪镇的牛
仔裤制造，未来许多特色产业都可能受益。

东莞水投集团原本是东莞市属一家水
务企业，为何如今不安于“治水”，却将触手
伸至庞大而复杂的珠三角制造产业链中，
去推广绿色供应链管理呢？“等所有污染物
都排到河里，再去治理就已经来不及了。”
刘善武说，“我们决定从单一的水治理运营
商向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服务商转型，全面
参与地方生态治理，这与当前国家水环境
治理走向更高层次的绿色发展密切相
关。”水投集团董事长邓伟斌说，与过去着
重于末端治理不同，今天的绿色发展需要
构建一个绿色产业体系。老百姓迫切需要
洁净的空间、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
越来越高的“绿色贸易壁垒”、水环境治理
也早已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这3个层次
的需求，促使该集团以绿色供应链为核心
去抢占未来绿色产业制高点，打造行业领

先地位。
为此，今年 6月，由东莞水投集团牵

头，广东省十多家重点环保单位和企业共
同发起成立了广东省绿色供应链协会。这
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绿色供应链协会，邓伟
斌当选执行会长。“协会的一个重要使命是
制定标准。通过制定各行各业的绿色供应
链标准，科学运用于产品设计、生产、运输、
使用、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管理中，有
效提高产品的‘绿色度’。同时，联合龙头
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共同推动产业和企
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邓伟斌说。

目前，东莞水投集团已在绿色低碳产
业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7月，水投集团与
中集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共建中英（国际）
低碳环保产业园。邓伟斌介绍，园区将引
进英国及欧洲环保产业的先进核心技术，
服务于广东的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利用新
成立的绿色供应链协会，引导各行业龙头
企业采购污染排放少、环保绩效高的上游
企业产品，在园区聚集低碳环保领域的领
军科研团队，强化技术转化，孵化企业和
产品。
“绿色产业是发展大势。未来广东在

低碳环保领域将培育万亿元级的绿色产
业。仅在东莞，‘十三五’期间环境治理方
面的需求就达3500亿元。未来发展的关
键，在于要对产业需求和技术有一定的把
握能力。”刘善武说。

广东东莞水投集团：

供应链改造让制造“绿”起来
本报记者 郑 杨

有害垃圾回收获点赞

今年4月份以来，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初步

形成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以及分类

处理的管理和运营体系，对促进农村环境保护和

美好乡村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得到了广大群众

的赞扬。图为工作人员在涡阳县高炉镇四零村清

点回收有害垃圾。 刘勤利摄

记者日前跟随“2017美

丽中国行 聚焦江苏沿海

生态之旅”采访团，来到连

云港、盐城、南通等地，就当

地依托沿海生态优势完善

基础设施、发展生态旅游、

促进生态惠民等话题进行

了调研。记者采访发现，各

地以生态旅游发展为重点，

努力把旅游业打造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带动群众致富

的富民产业，旅游经济实现

了快速发展

陕西首个智慧垃圾分类项目运行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陕西首个智慧垃圾

分类资源化处理项目不久前在西安市高陵区通远
街道何村社区建成并闭合运行。

高陵区运用“互联网+垃圾分类”新理念，利
用物联网、互联网两网融合技术，将智能垃圾袋发
放机、智能垃圾分类箱、智能垃圾分类可回收箱三
大硬件设备和云服务平台、微信平台有机融合，科
学有效地实现了垃圾分类投放、回收的信息化监
管，实现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在分类
环节，采用简单好记的“二级四分”法进行，即农户
按“可烂”和“不可烂”对垃圾进行初次分类，分别
投放至门前的分类桶内，由环卫工上门分类收集
垃圾。“可烂”的运送至垃圾堆肥房，经生物发酵处
理后作为有机肥料资源化利用；“不可烂”垃圾按
“能卖”和“不能卖”两类二次分类，“能卖”的垃圾
由再生资源利用公司有偿回收，“不能卖”的垃圾
按“户集、村收、街运、区处理”的模式，运至垃圾填
埋场作无害化处理。

目前，何村466户农户门前都安装了分类垃
圾桶，全面完成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处理工作，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闭环运行”。实行分类后，何村每天实现垃圾减
量约80%。

在东莞水投集团的努力下，东莞水环境近年来有了明显改善。图为荷花盛开时节

的东莞水乡。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8月30日，阴雨天气没有阻挡游客游山看景的热情，众多游客在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感受别样风景。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大气重污染成因与
治理攻关项目是科学研究
与管理决策紧密结合、科
学研究与治理方案协同促
进的重大科技工程，更是
重大民生工程。”日前，大
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
领导小组组长、环保部部
长李干杰在大气重污染成
因与治理攻关领导小组第
二次会议暨攻关项目启动
大会上说。这次会议讨论
并通过了大气重污染成因
与治理攻关实施方案。

今年4月26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对大气重
污染成因和治理展开攻
关。会议确定由环保部牵
头，开展科技、中科院、农
业、工信、气象、卫生、高校
等多部门和单位协作的集
中攻关，汇聚跨部门科研
资源，组织优秀科研团队，
聚焦重点、创新机制，形成
业务统一平台。
“开展攻关工作要做

到‘说得清’和‘让老百姓
心里清楚’。”李干杰提出，
通过集中攻关，定量化、精
细化弄清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大气重污染的成因和来
源，形成整体系统的科学
认知；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的科普宣传，做好面向公
众的科学解读，推动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大气污染
治理的共识和合力。其次
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着眼于整体和系统解
决区域大气环境问题，统一调查方法、质量控制、
数据管理，探索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技术体系。
同时，要坚持为管理决策服务，紧紧围绕大气污染
防治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这个核心，服务支撑京
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的大气环境
管理和污染治理工作，帮助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
做好成因分析并提出决策建议。

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共有四大专
题28个子课题。四大专题分别为：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大气重污染的成因和来源；排放现状评估和
强化管控技术；大气污染防治综合科学决策支撑；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

李干杰强调，要以攻关项目实施为契机，加快
科研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可持续的大气环境科学
研究平台。发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
的技术核心和枢纽作用，联合环保系统和相关部
委直属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国家大气污染
防治攻关联合中心，保障攻关工作高效实施；建立
“包产到户”跟踪研究机制。成立28个跟踪研究
专家团队，对“2+26”城市进行驻点指导，提出“一
市一策”的大气污染综合解决方案；强化资源整合
与共享。建立统一的仪器设备信息管理与共享平
台，突破仪器设备共享难题，解决科研数据共享和
管理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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