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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向竹经济强省转变

竹林，这道美丽的风景线

北京密云

护住京城“大水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今年初，四川省发布《关于推进竹产业转型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竹产业转型发展，提高
竹产业资源质量，增加生态产品和竹浆、竹笋及系列竹制品有效供给，改善竹区生态环境、促进
竹区经济增长，
推动四川由竹资源大省向竹经济强省转变

初夏，
畅游四川宜宾市蜀南竹海，
或顺着郁郁葱葱的林间小道漫步，
听
啁啾鸟鸣，
或坐于林间竹舍，
品山珍竹
荪，
抑或夜宿半山农家，
待深夜万籁俱
静，
听那若有若无的嘎吱嘎吱声，
难道
不正是新竹拔节之声？
对苏东坡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
竹”
的佳句，
在这里体会得更加透彻。
在四川，有炊烟的地方就有竹
林。作为产竹大省，
竹林已成为四川
美丽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撑起竹竿，
实现“两个翻番”
今年，
四川竹产业迎来发展的最
好时机。
年初，
四川省发布的《关于推进竹
产业转型发展的意见》提出，
支持竹产
业转型发展，
提高竹产业资源质量，
增
加生态产品和竹浆、
竹笋及系列竹制
品有效供给，
改善竹区生态环境、
促进
竹区经济增长、
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
推动四川由竹资源大省向竹经济
强省转变。
《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2 年，四
川竹产业综合产值将达到 500 亿元，
竹农人均竹业年收入达到 1500 元。
与2017年相比，
达到这一目标就基本
实现了
“两个翻番”
。
5年时间，
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四川省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实现这一目标有三大有利条件：
一是
品种多。目前，四川省竹子有 18 属
160 余种，
分别占全国竹子属、
种数的
46%和32%。品种多的好处在于用途
广，
用材竹、
观光竹、
笋用竹都有，
为不
同地域结合当地实际开发利用提供了
有利条件；
二是面积大。全省现有竹
林面积 1700 余万亩，居全国首位，产
业发展潜力巨大。已基本形成了川南
竹产业集群、
渠江竹产业带、
青衣江竹
产 业 带 、龙 门 山 竹 产 业 带“ 一 群 三
带”
。相对集中的资源，
为深加工提供
了便利；
三是基础好。经过多年发展，
无论是旅游观光还是生产加工，
四川
都具备了丰富的积累。
有关专家进一步分析说，
在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
竹子与树木具
有很大的区别。
“十年树木”
，
树木不仅
生长周期比竹子长，
而且砍一棵就会
少一棵；而竹子不同，
“ 一年笋，三年
竹”
，
三年就可以砍伐了。不仅如此，
竹子成材后还必须砍掉，
科学间伐会
促使竹子越长越旺。因此，
只要科学
利用，
竹子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可
以兼得，
“两个翻番”
大有希望。

一片竹林致富一方农民
宜宾市是川南竹产业集群的核心
区，
是全国十大竹资源聚集地之一，
在
全省 14 个竹产业发展重点县中，
宜宾
有 7 个县名列其中。目前，宜宾市竹
林面积已突破 300 万亩，占全省竹林
面积的 17.6%。据了解，
今年起，
宜宾

本报记者

游客在四川省宜宾市蜀南竹海风景区游玩。
市将在“十三五”期间，每年安排 1 亿
元资金，
用于支持竹产业发展，
分别在
加强竹生态资源保护和培育、
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蜀南竹海生态旅游品
牌、
推动竹资源精深加工、
深度挖掘和
展示竹文化，
以及深化开放合作上下
功夫，
推动宜宾竹产业发展取得更大
突破，
按照
“强二产、
拓三产、
壮一产”
的思路，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实现
竹产业全链条式提升，
把宜宾建成
“中
国竹都、
最美竹海”
。
位于宜宾市长宁县的蜀南竹海风
景区，
是一三产融合的典型代表。120
平方公里的竹林，
随山势起伏，
一直延
伸到远方，
是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
天然竹林区。
农林村位于景区的核心位置，这
里集中了“海中海”等著名景点。村
民陈绍云 20 年前开始在这里开办民
宿酒店，起初只有 3 间客房。5 年前，
他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规模，现在已
拥有客房 60 间、餐桌 30 桌。陈绍云
告诉记者，每年的 4 月份至 10 月份
是旅游旺季，游客常常爆满。去年，
酒店接待游客 1.8 万多人，实现销售
收入 380 多万元。
白羊村是景区核心的另一个村，
村党支部书记陈名亮介绍说，全村
335 户，
开办农家乐、
土特产店和手工
艺品店的就有 100 多户，这些农民去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万多元。
长宁县副县长王志刚说，
全县现
有竹林 72 万多亩，
竹林总蓄积量 195
万吨，
各类林竹加工企业200多家，
初
步形成了竹食品、
竹木生活用品、
竹木
工艺品等为主的加工体系。去年，
全
县竹产业总产值达 42 亿元，
竹农每年
可从中获得的纯收入达2800多元。
长宁县只是四川竹产区的一个代

表。在乐山市犍为县双溪乡天平村，
许多农户依托竹林发展林下产业，
他
们养殖的
“跑山鸡”
深受消费者喜爱，
每只鸡可以卖到200元左右。
在眉山市青神县，
一根普通的青
青翠竹，
经过当地竹编艺人的巧手加工
之后身价倍增，
一件工艺品可以卖到几
百、
数千甚至上万元。青神竹编工艺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先后在北京奥
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上展出。

一根竹子救活一个行业
相关专家分析说，
四川竹产业的
大发展最终还得走大规模的工业化之
路，
只有这样，
大规模种植的竹子才有
销路，
才能推动更多的农民依托竹产
业增收致富。
近年来，
四川竹木加工业正逐步
发展壮大。四川省经信委调研员邓治
永告诉记者，2017 年，全省直接以竹
子为原料的规模以上企业有 55 家，
包
括竹子制浆、
竹食品加工、
竹家具、
竹
编等多个行业，全年实现产值 126 亿
多元。其中竹笋加工、
竹家具、
竹编等
行业虽然多为小微企业，
但带动就业
促进增收作用明显。邓治永分析说，
“吃掉”
竹子的大户是竹子制浆产业，
目前，四川全省拥有竹浆产能约 150
万吨，
每年可消耗掉鲜竹近600万吨，
占全省竹资源转化总量的89%。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副会长罗福
刚告诉记者，
竹子制浆这几年之所以
快速发展，
关键在于本色生活用纸的
快速发展。去年，
用于本色生活用纸
的竹浆达到45万吨。
“不漂白，
更环保。
”
罗福刚说，
这
一观念最初只在环保意识比较强的

海南琼中县

“三江之源”富美如诗
本报记者 何 伟
在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
“海南之心”
“ 森林王国”
“ 绿橙之乡”
等美称，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其“三
江之源”称号。
“三江”
指的是南渡江、
万泉河、
昌
化江。这 3 条江河是海南省最主要的
河流，
也是养育海南的生命之河。3条
江河流域面积之和为 1.59 万平方公
里，占海南全省陆地面积的 46.52%，
惠及市县14个、
人口771.17万人。
作为“三江之源”，琼中在全省率
先推行“政府+社会资本合作”的模
式开展环境治理工作，加快推进富美
乡村水环境处理系统建设，有效保护
海南水体整体环境。
琼中湾岭镇大边村是省级小康环
保示范村，大边河从村庄的一侧缓缓
流过，河水清澈见底，鱼群畅游其中。
沿着村道进入大边村，与具有黎族特
色的住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科技
感的湿地花园式污水处理系统。

在琼中
红毛镇牙模
村 ，一 片 片
桑 田 里 ，村
民在采摘桑
葚果子。
（资料图片）
据湾岭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这
套污水处理系统是引进社会资本和
技术打造的现代化污水处理系统。
2015 年，湾岭镇引进上海一家环保
工程公司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合资组建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当年 11 月，该公司为

大边村建设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每天处理污水 25 吨，村内居民日常
污水处理率达到 100%。困扰大边
村多年的难题得以彻底破解。
“我们村房子漂亮，
环境优美，
不敢
说蚊虫绝迹，
但自从村里引入了污水处
理系统，
我家就再也不用整晚点蚊香、

钟华林摄

人群中存在，
更多的人认为纸巾等生
活用纸还是纯白色的好。随着人们环
保意识的增强，更多人对本色生活用
纸有了新的认识，
其销量因此大增。
在犍为凤生纸业有限公司，
记者
看到，
公司生产的均为本色纸。公司董
事长杨朝林告诉记者，
他们生产的竹浆
本色生活用纸销量特别好，
很少有库
存。
“开始也有个推广的过程，
但当人们
知道本色纸与白色纸相比，
更少使用化
工原材料，
产品更健康更环保之后，
很
多人便开始转向使用本色纸。
”
杨朝林
说，
目前，
他们公司每年要消耗掉当地
鲜竹40万吨，
加上运输等环节，
每年为
当地百姓增收2亿多元。未来几年，
他
们的产能将实现大幅增长，
消耗的鲜竹
将增加100万吨，
农民的收入也将随之
大幅增长。
罗福刚介绍说，
目前，
四川生产的
竹浆占全国竹浆的 70%，
而生活用竹
纸浆 100%产于四川。此前，由于木
浆大多依赖进口，
要从沿海运进四川，
运输成本高，
四川的一些造纸企业无
法与东中部的同行竞争，
一直处于劣
势。现在，
随着竹浆本色生活用纸的
推广和畅销，
原材料就在本地，
这对四
川造纸行业来说可谓是发展的重大机
遇，
一些企业因此得以迅速发展，
企业
效益快速增长。目前，
在全国本色竹
浆生活用纸市场，
“川货”
占据了一半
以上的市场，
而且主要是高端市场。
目前，发展竹产业最大的瓶颈是
林区道路不畅，这导致农民砍伐成
本 偏 高 ，一 些 竹 子 长 期 没 人 砍 伐 。
这一现象已引起四川省政府部门的
高度重视，日前出台的竹产业发展
意见和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完善竹
区道路网络，结合通村通乡公路建
设，
优先实施林区公路建设”
。

挂蚊帐了。
”
大边村村民王文发说。
2017 年，湾岭镇水央村人工湿
地式污水处理系统建成投入使用，解
决了全村 40 户 152 人的污水排放难
题。村民王理说，工程开工前，自己
还跑去“阻挠”施工，觉得污水处理系
统建在自家门口，就是与“恶臭水体”
做了
“邻居”
。
“没想到建成了一座漂亮的小花
园，村民傍晚在这里休闲纳凉，生活
污水在地下进行处理净化，太先进
了。”王理说。
2018 年是琼中富美乡村水环境
处理工程的攻坚阶段。据了解，琼中
将加快推进富美乡村水环境处理系
统建设，
“544 个富美乡村，544 套污
水处理系统，一个都不能少”。琼中
将累计投入资金 13.09 亿元，在 2018
年底前改变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现状，
保护
“三江之源”
。
琼中和平镇堑对村坐落于群山
之间。借助富美乡村之“美”，村民陈
书文发展起旅游业，收入越来越高，
日子越过越好。
“绿色是海南的底色、本色。琼
中作为海南的‘绿肺’，我们的任务是
通过建设富美乡村，不仅解决好乡
镇、农村污水处理问题，还为百姓打
造一份产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表示。

本报记者 杨学聪
2018 年 4 月 28 日 16 时，密云
水库水位录得 145.56 米，蓄水量
突破 21 亿立方米关口，达到 2000
年 2 月 1 日以来的最高水位。随着
蓄水量节节攀升，曾一度干涸的水
库日渐饱满，水体质量也保持在国
家地表水Ⅱ类标准以上。在蓝天白
云的映衬下，密云水库犹如镶嵌在
华北大地上的一颗蓝宝石，吸引着
有鸟中“熊猫”之称的黑鹳等珍贵
野生鸟类流连。
密云水库是华北最大的水库，
也是京城最大的地表饮用水源地，
是保障城市生活正常运行的“大水
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座
总库容 43.75 亿立方米、最大水面
面积 188 平方公里的水库，曾因上
游来水减少，长期处于“盆大水
少”的状态。直至南水进京，才解
了 密 云 水 库 “ 燃 眉 之 急 ”， 曾 经
“三杯水中，有一杯来自密云水
库”的格局被改变。
数 据 显 示 ， 2016 年 初 至 今 ，
密云水库蓄水量从 10 亿立方米暴
涨到 21 亿立方米，连续突破 11 道
整亿关口。密云水库管理处工作人
员用“三增一减”来概括水库蓄水
量持续攀升的原因。
“三增”中最大的增量来自南
水北调反向输水工程，目前已累计
输水 4.13 亿立方米，春、夏、秋
三季，每天有近 100 万立方米长江
水经过 9 级泵站到达密云水库；其
次是自 2015 年起，白河堡水库每
年输水 8800 万立方米；自然降雨
也是增量之一，近两年密云水库流
域年平均降雨量 507 毫米，但对水
库水位影响相对较小。“一减”则
指南水进京后密云水库第九水厂出
库水量由原来每天 90 万立方米左
右减少到 15 万立方米左右。
水量上来了，水质如何？密云
水库管理处水环境监测分中心的水
质检测员每周要到白河主坝、潮河
主坝、恒河等 45 个站点取样，通
过化验总磷、总氮、酸碱度等 43 个
项目如实反映水库水体情况。
被动监测之外，更多的是主动
作为。
沿密云水库西岸前行，
近 3 米高
的护网环水库而建。这是密云区水
务局承建的库滨带水源保护围网工
程。历时两年建设，
库滨带水源保护
围网已经竣工。这条安全网沿着库
周被划定为一级保护区的区域而建，
使水库周围近 400 公里范围成为全
封闭区域，
杜绝游泳、钓鱼、野炊、放
牧、
耕种和盗采砂石等行为。绵延的

围网挡住了违法者、护住了库区里
碧波荡漾的一盆净水。
过去，库区管理存在着涉及部
门较多、监管责任不明、执法效率
不高等问题。比如挖沙取土归水政
部门管、非法捕捞归渔政部门管、
乱倒垃圾渣土归环保部门管……但
在现实中，同一违法行为常常涉及
多条法律，仅靠一个部门单打独
斗，往往是“谁都能管，谁都管不
了”，严重影响行政效率。
为破解“治水”难题，2016 年 8
月，密云区从水库管理处、生态办、
农业局、环保局等 7 个部门抽调 90
名执法人员，组建密云水库联合执
法大队，建立了实体化的区域综合
执法机制，从源头上破解了多头执
法、执法空白、执法效率不高等问
题。此外，不老屯、石城、冯家峪等
密云水库周边 7 个镇还成立了
1200 多人的保水队伍，对库区 230
多个进出口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看
护，
并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
共同保
护京城
“大水盆”的水质。
“河长制”更是一招杀手锏。
密云区域内共有 63 条大小河流。
以前，盛夏时节，青山秀水边常见
游客携家带口戏水、烧烤、宿营，
村民因为经济利益也为他们提供方
便。为让汇入密云水库的每一条河
流都“来路清白”，密云实行了最
严格的“河长制”，设立了“无垃
圾渣土、无集中漂浮物、无非法排
污”等“十无”管护目标。
截至目前，密云已配齐区、镇、
村三级河长。其中，总河长 2 名、副
总河长 2 名，
区级河长 11 名，
镇（街）
河长 38 名，镇级河长助理 64 名，村
级河长 227 名，管水员 654 名，对全
区 63 条河道实行分级分段管理，构
建了较为完善的网格化管理体系。
别小看这些河长，他们肩负的
责任可不小，尤其是水库上游的河
长。比如，不许村民违法经营漂流
项目、不许“弄潮儿”在此随波逐
流，监督相关政策落地等。
如今，“保水”已经成为密云
人刻在骨子里的共识。溪翁庄镇尖
岩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尖岩是
一个水库移民村，也是全镇惟一的
低收入村，村民们为保水作出过 4
次奉献：1958 年搬离故土失去耕
地 ； 1994 年 前 后 放 弃 网 箱 养 鱼 ；
后又弃用村里引水库水灌溉的水
渠；近两年更主动退出了养殖业。
“看着这一库清水，我打心里高
兴！”尖岩村的老党员郑怀江说，
“尖岩人为保水，没有怨言。”

2 至 3 年内

我国将打造20个森林生态产业示范基地
本报讯 记者杨忠阳报道：在
不 久 前 举 行 的“ 绿 色 品 质 中 国 行
——2018 林产工业品牌年”新闻发
布会暨首届中国森林生态产业基地
建设高峰论坛上，中国林业与环境
促进会会长孟繁志表示，未来 2 至 3
年，我国将打造 20 个中国森林生态
产业示范基地。
“中国森林生态产业示范基地
的范围涵盖森林旅游基地、森林康
养基地、森林产品加工基地、生态
小镇、林下采集和种植基地五大板
块。”孟繁志说，为在保护森林生
态的基础上开发林业的多种功能，
推动森林生态建设与林业产业协调
发展，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会同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和北京林业大学

在国家林业局“森林生态标志产品
建设工程”的框架下，自 2016 年
开始筹备实施“中国森林生态产业
示 范 基 地 ”的 命 名 与 管 理 工 作 。
2017 年 7 月，正式发布 《关于联
合推动森林生态产业示范基地命名
工作的意见》，并宣布开展试点选
定工作。
目前，
《中国森林生态产业示范
基地命名与管理》管理委员会、监督
指导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已经成
立。云南普洱市江城县森魁林业林
下经济基地、四川雅安随享家康养
基地、海南定安沉香康复养生基地
和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红松康
养小镇等获首批中国森林生态产业
示范基地试点授牌。

近日，
随着气温渐高，
地处新疆伊犁河谷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迎来插
秧高峰期，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块块稻田水满如镜，
田间防护林枝繁叶
茂，
如一幅在大地上铺展开的生态画卷。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