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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乌当区将生态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

要富裕也要美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如何梳理绿水青山

与金山银山间的逻辑关

系，实现两者在现实中

的顺畅转化？贵州省贵

阳市乌当区在“两山”

理论实践中，以思路换

出路，将生态优势转换

为 产 业 优 势 、 竞 争 优

势 ， 以 主 导 产 业 为 引

领 ， 带 动 全 区 产 业 发

展 ， 实 现 了 发 展 与 生

态、富裕与美丽的双赢

走进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绿水
青山，茶果飘香。

自去年9月被命名为全国第一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以来，乌当区着力在生态亮化、绿色
美化上谋求新发展，高一格、快一步、
深一层地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绿色获得感”。

保护绿水青山
建设美丽家园

“五一”小长假期间，山西游客张
德贵来到乌当区的双溪湿地公园游
玩，他对记者说：“这种环境和生态在
北方很难感受到，我要在这里多住几
天，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生态。”

“这里的河水清、空气好，大家都
喜欢来这里。”贵阳市民王鹏程说，“近
几年，这里的变化真是大！以前这条
河脏乱差，一到夏天臭气熏天。经过
治理，现在河水变清了，沿岸还建起了
公园，成了游玩的好去处”。

贯穿双溪湿地公园、大龙滩生态
湿地公园的松溪河、环溪河，是南明河
的支流，全长 13.448公里，被誉为乌
当人的“母亲河”。

近年来，乌当城区规模快速发展，
河流上游地区开发加快，松溪河、环溪
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水质变黑、
变黄、富营养化严重，对市民的生产生
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乌当区深刻认识到守住绿水青山
的重要性，及时制定了《贵阳市南明河
城区段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并筹集
资金约15.4亿元，启动“松溪河环溪河
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该工程对开
展河道清淤、河道散排污水的收集引
流、沿途生态环境修复、提高河道的自
我净化能力以及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发
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结合“千园之城”

建设要求，将生态元素、景观元素、文
化元素、经济元素巧妙地融入松溪河、
环溪河带区域。

截至目前，乌当区在松溪河、环溪
河沿途修建了奶牛场湿地公园、滴水
岩城市公园、松溪河滨河步道公园、大
龙滩湿地公园、松溪河环溪河山体湿
地公园等5个公园，并对河岸全线开
展生态修复、绿化种植、景观改造、健
身步道修建。

自2016年以来，乌当区计划用4
年时间建设各类公园 72个，到 2020
年底全面完成“千园之城”建设目标，
去年已完成建设26个。

今年，乌当区紧扣“一河百山千
园”自然生态体系构建，计划投入
9755万元建设21个公园，其中包括5
个山体公园、8个城市公园、8个社区
公园，营造绿色宜居环境。

2017年，乌当区建成区共新增绿
地20.4278万平方米。通过加大营造
林、植被修复及深化林权制度改革，计
划在2020年完成山体植被综合覆盖
率超过75%、森林覆盖率达60%、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47%、人均公园绿地超
过14平方米。

坚守两条底线
布局健康产业

近年来，以大健康产业发展为引
领，乌当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推动“大健康、大数据、
大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努力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通过发挥区位交通便利、生态环
境良好、地热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
的综合优势，乌当区以大健康聚合山
地风光、民族风情、温泉养生、农业体
验、户外运动、文化休闲等资源要素，
大力发展“医疗康体、滋补养生、温泉

理疗”3大养生旅游产业，巩固壮大“乡
村旅游、避暑度假、观光体验”3大休闲
旅游产业，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

根据此前制定的总体规划、5年
行动计划以及配套政策措施，乌当区
将按照“一心四芯筑核心、三区三片
显特色、三点多带活全域”的空间布
局，打造“两谷五中心”，实施建设“高
效园区、全域景区、品质城区、特色小
镇、基础配套”5大工程，推出“医、养、
健、管、游、食”6张名片，推进“健康中
国”战略在乌当的实践，将乌当区建
设成为区域大健康产业的创新中心，
确保到2020年全区大健康医药产业
发展总产值实现800亿元，力争实现
1000亿元。

目前，乌当区大健康产业的引
领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全区拥有规
模以上制药企业 12 家，其中 3 家为
全省领军型龙头企业、5家为全省医
药骨干企业；拥有国家级博士后工
作站和企业技术中心各1个，省级重
点实验室和院士工作站各1个，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25个，省、市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26 个，23 条新版 GMP 生
产线；医药和食品省市名牌产品 28
个、驰名和著名商标 22 个。现有医
疗卫生机构155家，床位数1417张，
建成全省第一家县级智慧医疗健康
云平台，发放居民健康卡10万余张。

如今，从一产到二产、三产，从
“医”“养”到“健”“管”，从云锦洛湾
医药食品新型工业园，到智汇云锦
孵化基地、景峰医药产业园、张天水
大健康产业园、贵阳医疗健康城，大
健康新业态不断被培育、催生，健康
服务业不断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
延伸，医药产业不断集聚发展。乌
当区大健康医药全产业链正在形成
和完善，千亿级大健康产业集群正
在崛起。

坚持绿色发展
加快乡村振兴

在乌当区下坝镇，连片的樱桃
树挂满了果实，入园采摘的客人络
绎不绝。

如今的下坝镇，传统农业生产模
式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型，樱桃种植面
积已经达到4万亩，其中2万亩已进入
丰产期。

“下坝镇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
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拥有优质的土壤
条件，走生态农业发展之路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下坝镇党委书记余华说。

“近年来，我们将酥李种植作为主
导产业，目前种植面积已有 3000 多
亩，年产值上百万元。”下坝镇上坝村
党支部书记黄碧刚告诉记者，“今年，
我们发动更多村民种植酥李，目前已
新增200多亩面积”。

“以前种苞谷收入很低，后来改种
了7亩酥李，收成好的时候一年能挣5
万元。”上坝村村民韦玉林说。

乌当区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
全力推进山地特色示范小城镇和富美
乡村建设，以“1+8”高效农业示范园区
建设为重点，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加快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让良好生
态不断释放经济红利。

乌当区委书记常文松表示，下一
步，乌当将围绕全国“两山”理论实践
创新基地建设，聚焦建设贵阳公平共
享创新型中心城市生态腹地和经济腹
地，在统筹推进现代城市、特色小镇、
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探索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转化路径，努力打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换通
道，形成政府、企业、市民、农民共
商共建共治共享优质生态环境、生态
资源资产的新机制。

木兰溪是福建省“五江一溪”中的重要河流之一，是莆田市的“母亲

河”。近年来，莆田市按照“防洪保安、生态治理、景观休闲”的治河理念，通

过“保护上游，控制中游，治理下游”的综合整治方式，持续推进木兰溪流域

水生态修复和水环境治理，有力改善了流域水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位于贵阳市乌当区羊昌花画小镇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风貌。 韩德贵摄

在广西贺州市大宁镇公保村有
机红黑米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在耕
好的田地中抛秧，空气中弥漫着禾
苗的清香。

“去年我们合作社流转土地
200 多亩种植有机红黑米，秸秆
用粉碎机粉碎后再用耙地机翻入
泥中，然后播上油菜花种子，秸
秆和油菜花作为今春的有机肥，
能使土地肥沃，由此能减少有机
肥的用量。”贺州市丰登种养专业
合作社社长罗通山向记者介绍起
秸秆还田的好处，“这样一来，既
保 护 了 环 境 ， 也 改 善 了 土 壤 质
量 ， 还 节 省 了 购 买 有 机 肥 的 费
用。”据他介绍，今年，合作社将
加大机械化设备投入，扩大有机
红黑米种植面积，实行稻谷秸秆
粉碎全量还田、统一整地等全程
服务托管，确保合作社 370 亩有
机红黑米丰产丰收的同时，实现
秸秆全部还田，此外，还将在有
机稻下套养 100亩禾花鱼。

“过去焚烧秸秆，浓烟蔽日，
人们日夜不敢开窗。我去年跟着合
作社种植了4亩有机红黑米，合作
社包回收。以前收水稻是最麻烦的
事，耗时又费力，没想到现在水稻
居然也实现机收了，也不用焚烧秸
秆了，秸秆还田后水肥不流失。”

公保村贫困户严业华说。
以往，农民收割水稻需要人

工，一天收割不到 1 亩地。如今，
通过机械化收割，一天能收割 20
亩地的水稻。同时，秸秆处理也实
现了机械化，使用粉碎机粉碎1亩
田的秸秆只要 40 分钟至 50 分钟。
有了这些新方式，农民不再为秸秆
处理发愁。

由于全程循环生产和有机种
植，丰登种养专业合作社去年水稻
长势良好，成熟早，籽粒饱满，市
场价格达到每公斤 60 元，与一般
优质水稻相比，亩产净收入增加
900元。

以前，焚烧秸秆是大宁镇农村
的传统做法，每逢收获时节，庄稼
地里到处点火，浓烟滚滚，严重污
染环境，还存在火灾隐患。秸秆还
田在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同时，既
减少化肥使用，增加土壤有机质，
改良土壤结构和质量，又能减少秸
秆焚烧所造成的大气污染。目前，
大宁镇已在各村大力开展禁烧秸秆
宣传，在农村各地的道路、村庄、
地头，张贴宣传标语和公告，发放
传单，以增强广大农民科学种田的
观念和本领，并推广丰登种养专业
合作社的做法，全面推行秸秆还田
和综合利用。

广西贺州市大宁镇

秸秆还田，环保又增收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覃晓玉

美哉木兰溪

沉陷区建起生态农业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李志勇

初夏时节，在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新巨龙公司农业园内，树木满目滴
翠，白鹭、黑水鸡等近百种在此栖息
的鸟类在湿地中尽情嬉戏；智能温室
大棚内，一排排香蕉树上挂着串串香
蕉，还有莲雾、木瓜、火龙果等数十种
热带水果……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
勃的绿洲，曾是 1.8 万亩煤矿采空沉

陷地。
山东能源集团现有70多对生产

矿井分布在全国10多个省区。近年
来，他们摒弃传统的“开采—沉陷—
治理”方式，采取“开采、复垦、开发”
三同步的方式，综合施策，对采煤预
沉陷区进行综合开发。

其中，作为国家采煤沉陷区生态

修复综合标准化示范区，新巨龙公司
实施挖深垫浅、复田造塘、土地治理、
植被恢复工程，将同步式搬迁与开发
式治理相结合，打造集农、林、牧、渔、
游为一体的综合生态高效农业产业
园区，探索出一条“沉陷不减地、土地
不荒废”的煤矿采空沉陷地生态系统
重建之路。

百年煤城枣庄，因长期“挖煤炭、
烧水泥”，大量平整的田地变成坑洼
不平的“搓板路”。近日，记者在山东
能源枣矿集团蒋庄煤矿采煤沉陷综
合治理现场看到，曾经的沼泽地变成
了良田和小湖泊。蒋庄煤矿矿长齐
卫东告诉记者，他们通过利用固体废
弃物回填方式对轻度下沉区进行治
理，发展养殖、种植产业，兴建了集化
工、建材、机械制造为一体的产兴工
业园区，打造非煤经济实体，实现了
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许厂煤矿由
于地下煤层厚，采煤作业后农田下

沉幅度大，沉陷区最深处形成永久
性积水区。在治理黄屯镇三仙庙、
孙氏闸村采煤沉陷地时，他们利用
三仙庙和丁庄两个村庄进行旧村拆
除、大量建筑垃圾需要处理的机
会，将 1 万多立方米的建筑垃圾深
埋在沉陷区底部，通过覆土、平整
等方式整理成耕地。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于
2015年初成立了喻兴园生态农业公
司，探索通过开展土地流转，发展生
态农业，规划建设农业种植、淡水养
殖、农产品初加工 3 大支柱产业，涵
盖热带水果、有机鳜鱼、五彩水稻、浅
塘莲藕、湿生植物圃等 6 大板块，并
建起鸡、鸭、鹅、羊、猪养殖基地，目前
已成为微山湖西生态农业一景。

据统计，通过煤矸石复垦造田、
高效生态农业开发再生等方式，山东
能源集团省内矿井对所属造成的采
煤沉陷土地累计治理面积已达12.62
万亩。

木兰溪的生态水系配套功能不断完善，两岸建起了综合走廊及景

观带，成为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志愿者在绶溪公园清理河流杂物。莆田市通过实施“河长制”和“六水

共治”等措施，使木兰溪保持了良好的水质。

位于木兰溪下游的木兰陂，是建于宋代的大型水利工程，至今仍保存完

好并发挥着水利效用。

山东能

源新矿集团

新巨龙公司

农业园工作

人员在智能

温室大棚内

收获生菜。

袁 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