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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北京出发驱车200余公里，进
入了河北承德市，这里秋意正浓，漫山遍
野色彩分明，红色的枫树、杏树，黄色的榉
树、桦树，绿色的油松、侧柏……在湛蓝的
天空下，一个五彩斑斓的秋天尽收眼底。
此时的塞罕坝，正等着摄影家的检

阅。“这场秋雨我已经等了3天了，秋雨过
后的塞罕坝不用刻意地选取角度，怎么拍
都很美。这种美，大气、纯净、冲击力强，
让人荡气回肠，作品在我的朋友圈都被刷
爆了。”来自北京的摄影爱好者牛春雷对
记者说。“今年休假被朋友拽到围场来了，
这里离北京近、交通方便、景色好，明年我
还要来”。牛春雷一行14人，已经在围场
创作了4天。
承德，始终以良好生态环境为市民提

供高品质的生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游
者和投资者。
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在谈到承德的

发展时，坚定的语气中是推进绿色发展的
决心。“牢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建设京津冀水
源涵养功能区、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为总
目标，着力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着力加强生态修复和建设，着力推进生态
资源开发利用，全力建设生态强市魅力承
德。”

大地更绿 河川更美

肩负生态和脱贫的政治责任、历史使
命的承德市，科学运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辩证法，大力提升环境质量，扩大
生态优势，增强生态引力，闯出了一条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之路。
持续植树造林，让大地更绿。
塞罕坝精神一直激励着承德人不断

地植树造林，日益改善生活环境。
“我们这营子的人，看见荒山秃岭就

不舒服。你看，前面那道梁，10年前也是
光秃顶，现在那边雪白的是皇冠梨，左边
沟口红彤彤的是小沙果，右边梁上淡黄的
是香水梨。”在隆化大黑沟一片片青松织
染成的浓绿中，承德造林女英雄郑淑芳指
着满山的果树说。郑淑芳今年69岁，33
年来，她种植了30多万棵树木，把一个下
雨泥沙俱下、刮风沙土眯眼的大黑沟变成
了郁郁葱葱果木飘香的生态沟。
在承德，植树造林的生态意识深深地

根植在每一个承德人的心中。
长期以来，承德市先后实施了“三北”

防护林、再造三个塞罕坝、京津风沙源治
理、退耕还林、草地生态综合治理等重大
生态建设工程。目前，全市森林面积已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0万亩发展到3417
万亩，森林覆盖率也从新中国成立时的
5.8%提升到了57.67%；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实施15年来，全市退化草场面积减
少50%以上，草地植被覆盖度由工程实
施前的平均30%提高到了60%以上。
目前，承德市已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5个、省级自然保护区9个，坝上沙化
面积减少到713万亩，比30年前减少了
36.8％，涵养水源能力比新中国成立初期
提高20倍，已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地区和先行示范区，成为“华北最绿的
地方”。
同时，为了保护这片“绿”，承德市推

行“党政齐抓、一岗双责、部门协作、全民
参与”的森林草原管护机制。构建起全市
30分钟森林火灾扑救圈，建立专业森林
消防队伍273支，严禁滥砍、滥伐、滥占、
滥采、滥挖，全国一流的森林草原防护机
制及其成效得到了国家林业局高度认可。

水更清 天更蓝

全面实施水源地保护治理，让河川
更美。
“京津一杯水，半杯源承德”。建设京

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承德责无旁贷。
2016年，为改善库区水质，保障天津

水源，承德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河
北省统一部署，出台了《依法取缔潘家口
水库网箱养鱼工作方案》。
“上世纪90年代我就养鱼，这么多

年，已经习惯了这个生计，一下不让养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宽城满族自治县潘家
口水库的渔民张宝勤说。但是，为了保证
水质，张宝勤在全村带头签订了承诺书。
在张宝勤等党员的带头作用下，渔民

们纷纷用自己的行动支持生态建设，支持
水源涵养功能区建设。截至5月20日，
潘家口水库承德水域网箱养鱼全部依法
取缔，提前半年完成既定任务。
为了源源不断的清水，为了给市民提

供山清水秀的田园生活，承德市不断提升
水源涵养能力，重点实施21世纪首水、坡
耕地试点治理、中小河流治理、潮滦两河
水源涵养林等157个项目建设，组建水务
集团，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
模式，实施了滦河、武烈河治理、双峰寺水
库、中心城区给排水等一批试点示范项
目。开展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新增蓄水
能力1074万立方米，治理水土流失8300

平方公里，确保每年密云水库56.7%、潘
家口水库93.4%水源的稳定输入。
在此基础上，坚持强监管，推行县区

党政一把手“河长制”，实施水总量和污总
量控制，对重要河流断面实时监测，严格
跨界生态考核，扩大在全市范围实施最严
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影响力。同时，全面取
缔河道违法排污口，地表水国、省控断面
好于Ⅲ类水质的比例达88%，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扎实开展大气污染治理，让蓝天

更蓝。
入秋以来，承德碧空如洗，令

人神清气爽。无论是在市民
广场，还是在皇家园林——
避暑山庄；无论是久居这座
城市的市民，还是到此旅
游观光的游客，都惬意地
享受着蓝天白云。
每天都到广场锻炼

身体的刘大爷感慨地说：
“现在承德的天气越来
越好，空气呼吸起来特
别舒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承德市为持续改
善空气质量，全方位防治
大气污染，不断深化“工
业源、移动源、生物质燃烧
源、农牧源和扬尘源”等重
点领域源头治理，对多污染
物协同减排并实行精细化管
理，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
构优化，持续深化重点区域污染减
排，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减煤、治企、控车、抑尘、增绿”，承德

治理大气污染频出实招。从清洁能源供
应入手，该市首先聚焦削减燃煤污
染，全力打好“减煤攻坚
战”，不断扩大城市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
范围，逐步推
行以天然
气或电
替 代
煤炭；
控制工
业污染，
对重点行业
加强脱硫脱硝
和除尘设施运行监
管，提高污染治理效
率，确保提标、达标；提倡
绿色出行，对各种汽车严格管理，
减少尾气排放。预计到2020年，全市将
建设标准模块化充电站 16座，充电桩
470台（套）并投入使用。
坚守“天蓝”底线，承德以壮士断腕的

魄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压减钢铁产能
122万吨、粗钢产能240万吨、水泥产能
401万吨，在全省率先淘汰实心黏土砖
产业；取缔城市建成区10蒸吨以下燃
煤锅炉776台，治理矿山867个，推广
清洁炉具3.8万台，推广新能源公交
车511辆，实现了全市黄标车清零。
一系列的举措不仅让市民看见了蓝

天白云、呼吸上了清新的空气，也让人们
改变了不良的生活习惯。露天烧烤全面
取缔，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制肥、饲料化及
能源化利用等综合利用。
记者从承德市环保局获悉，今年上半

年，市区空气优良天数就达133天，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37微克，同比下降
5.7%，是全省唯一PM2.5同比下降的城市，
空气质量一直位居京津冀前列。今年6月
份，在河北省11个设区市城市的空气质量
排名中，承德一举跃居全省首位。

百姓更富 城市更强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让百姓更富。
金秋时节，也是收获的季节。围场县

张家湾乡巴头沟村果品种植基地，“123”
金红苹果挂满枝头。看着丰收在望的果
实，村民张国锋说：“今年的效益又不会差
啊！这经济林建设真是一招好棋，小苹果
成了村里的大产业，去年仅卖果品村民人
均纯收入就超过了14000元。”说话间，
张国锋脸上难掩丰收的喜悦。
“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同步
解决贫困问题。”承德始终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大力发展生

态经济，让百姓
更富，让城
市更强。

坚持“生态林”与“经济林”同步推进，
大力发展林上果品及深加工、林中休闲旅
游、林下种养兼作“立体经营”，着力提升林
业综合效益。建设苹果、板栗、山楂、山杏、
沙棘、花卉中药材、园林苗木、时令果采摘
等8大富民产业基地。全市有生态果品深
加工企业356家，年销售收入121亿元。涌
现出神栗集团、怡达集团等一批农业龙头
企业，通过发挥本土特产优势，挖掘生态产
业潜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据统计，2016
年农民人均经济林收入3040元，占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既让山川绿起
来，又要让农民腰包鼓起来。
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才能带给百姓

更多的福祉。充分发挥生态引力，承德重
点发展文化旅游及医疗康养、清洁能源、
钒钛新材料、大数据、节能环保、绿色食品
及生物医药、天然山泉水、新型建材、先进
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十大绿色产业”，一
大批绿色产业项目相继落地，并将陆续进
入收获期，为发展积蓄了后劲。
独特的生态优势，引来了大批产业项

目。围绕绿色主导产业，承德抢抓京津冀
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充分发挥生态优势，
打生态牌、绿色牌，吸引高端要素和优质
资源向承德聚集。2016年，签约引资项
目86个，引进市外到位资金1344.32亿
元；今年上半年，引进项目
103个，总投资达到
1813 亿元，已到
位 361.6 亿元，
引进先进技术
160项。

作为国家级重点连片贫困区，承德通

过持续不断的生态环境建设，使森林面积

由新中国成立时的300万亩上升到3417

万亩，覆盖率由当初的5.8%上升到现在的

57.67%。森林覆盖、水源涵养、空气质量

均名列华北区域前茅。总结承德市绿色

发展的经验，有三个方面值得借鉴。

一是坚定不移地践行发展理念。“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人人都能正

确认识的发展理念。但是，要落到实处则

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勇气。承德作为河北

两大连片贫困区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一直

落后于全省，提高经济实力是当务之急。

然而，在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面前，承德

坚持以国家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宁可壮

士断腕，牺牲暂时利益，也要确保生态环

境不遭到破坏。不仅关停了上千家工矿

企业，压减了近千万吨钢铁产能，而且持

之以恒地扩大生态建设投入，使承德的绿

化面积和绿化率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基础上增长了10倍左右。

二是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植树造

林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尤其是在高

寒荒漠中植树，其困难程度更是可想而

知。但承德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以坚忍

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义无反顾。他们

当中，有的因公牺牲，有的终生残疾。但

是，只要生命不息，就奋斗不止，涌现出

了塞罕坝林场、黄土梁子林场等一批艰

苦造林、科学造林的先进集体。就是通

过这样几代人前赴后继的顽强拼搏，才

使得昔日“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

荒漠沙地，变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

的世界、林的海洋、鸟的乐园”。

三是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开展生态

环境建设，不仅需要勇气、毅力，更需要有

谋略、有方法。一些地方多年植树不见

树，多年造林没有林，在很大程度上是造

林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关键是要把国

家生态要求与农民群众的致富愿望有

机地结合起来。承德坚持“生态林”与

“经济林”同步推进，把国家要“绿”和农

民要“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通过

大力发展林上果品及深加工、林中休闲

旅游、林下种养兼作的“立体经营”产

业，使长不出庄稼的荒山覆盖上经济

林，全市经济林达到千万亩以上，接近

全市森林面积的30%，仅2016年农民人

均经济林收入达3040元，占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35%，实现了既让山川

绿起来，又让农民钱包鼓起来的目标。

2017年，中国林场协会评
选“全国十佳林场”，河北平泉
县黄土梁子林场榜上有名。
在这里，50年间一个森林

覆盖率不足0.6%的不毛之地
生长出覆盖率达71%的22万
亩茂密森林，成为河北第二大
国有林场。
1954年，黄土梁子林场建

立。通过国有带民营植树造
林，很快周围荒山都绿了起来，
发挥着“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
涵水源、为林业增资源、为农民
拓财源”的重要作用。
“火灾、虫灾、滥砍盗伐是

森林三大害。”黄土梁子林场场
长迟明峰介绍，只要加强管理，
滥砍盗伐就可杜绝，火灾和虫
灾是最难防治的。可是，如果
不精心地呵护老一辈用汗水培
育起来的这片绿，就是我们这
代务林人的失职。
多年的封山禁牧，林区内

植被柴草茂盛，护林防火难度
大。2004年，林场与北京林业
大学合作研制了森林草原防火
阻燃剂，通过不同浓度批次试
验，成功用于森林草原防火，填
补了河北省化学防火阻燃剂应
用空白。每到防火关键期，在
高危林区喷洒，有效地预防了
森林火灾。
虫害是森林的一大杀手，黄土梁子林场每年治虫投

资达40万元。2000年，松毛虫害面积达8万亩，损失
100万元以上。2003年，正在为防治松毛虫害发愁的场
长迟明峰听说松毛虫蛹可制作美味佳肴，他灵机一动，毛
虫变佳肴，何愁毛虫不灭？于是，他发动职工和当地农民
上山捡蛹，十几天下来，就收购了10多吨虫蛹，不仅消灭
了松毛虫，还为当地农民创收20多万元。从此，松毛虫
危害在平泉及周边地区得到根治。
多年来，黄土梁子林场坚持科学求实，善作善成，实

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超越与跨越，连年获得省“红旗林场”
称号。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产业是关键，找到发

展经济与生态建设的结合点。林场领导班子确定了“科
技兴林、产业富场、创新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战略。在
保护经营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引智借脑，依靠
科技进步发展林业生态产业，积极探索林业可持续发展
道路。
走进黄土梁子林场办公楼，唯一配有空调的房间不

是场长办公室，也不是职工宿舍，而是食用菌科技研究
室。2013年，黄土梁子林场与山东省农科院联合攻关，
成立了“黄林硒盛菌业有限公司”，成功试种富硒平菇、香
菇25000袋，通过国家食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鉴定，食
用菌富硒量符合食用标准，并先后培育出了富硒食用菌、
富硒西红柿、富硒玉米、小米、苹果、板栗等系列农产品，
其中，富硒香菇、平菇获得了河北省科技成果奖、承德市
科技进步三等奖，被中国科技创新专业委员会定为“生态
共生示范基地”。
如今，黄土梁子林场把生态建设与扶贫工作结合起

来，综合性开发实施“立体经营”，努力创新生态产品、搞活
生态经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多方共赢发
展。“林上”搞好松花粉、油松针及各类果品研发；“林中”搞
森林旅游，依托林区的龙潭山、八王沟辽代古墓群、岱王城
红山文化遗址、蛤蟆石奇观等人文自然景观，着
力打造森林休养产业，实现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跨越。

河北承德坚持绿色发展，打造生态强市——

满目青山翠 流水碧天蓝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红雷 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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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让山川绿起来 又要钱包鼓起来
雷汉发

①承德市本着500米见园的原则，为市民打造休闲娱乐
场所。 （资料图片）

②承德县深水河村2200亩苹果喜获丰收。刘 颖摄
③植树造林已成为承德人的自觉行动。 王海琦摄
④承德市区湿地绕城。 （资料图片）
⑤游客尽享承德生态观光游。 刘环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