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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全面实施草原补奖政策

保护草场就是保护饭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玲

河北赞皇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治理工程

荒山秃岭“翻了篇”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汽车奔驰在前往西藏阿里地区
改则县麻米乡行勤村的公路上，道
路两旁的天然草地上，牛羊悠闲地
在蓝天白云下啃着青草。碧蓝壮阔
的拉果错湖映入眼帘，和湖边青翠
的草地连成一片，蔚为壮观。

拉果错附近的天然草场是行勤
村的冬季牧场，此刻牛羊都在更远
的夏季草场，这块天然草地在这个
季节得到了很好的休整。

“草场是牧民最基本的生产资
料，本来他们就有保护草场的自觉
意识。这些年草场承包到户后，又
实施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大家在保护草场的同时还能拿
到补贴，这种自觉性就更高了。”中
国移动西藏有限公司驻行勤村的工
作队队长达娃次仁介绍。

统一管理，提高草场使用效率

改则县是西藏牧区改革的示范
县，在保护草原生态的同时，改则县
还探索出了一条高海拔、偏远地区
牧区改革的有效途径。

位于县城西边的物玛乡抢古
村，组建了牧民集体经济合作社，吸
收了全村 71 户 256 人参加，形成了

“劳动力统一安排、草场统一管理、
畜产品统一购销、经营收入统一分
配、无劳动力和孤寡老人统一供养、
在校生统一记分”的“六个统一”运
作模式。这个运作模式将全村搬迁
户等的闲置草场充分利用起来，按
照自愿有偿原则推行草场流转，按
每亩 1.5元的价格流转了 3.2万余亩
草场。合作社理事会对全村37万余
亩可利用草场进行统一管理，按照
冬春、夏秋草场划分，在全村范围内

实施放牧。全村草场的理论载畜量
为 6747 只（绵羊单位），现有牲畜
6587 只（绵羊单位），在保护草场生
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草场
的资源优势。

村民扎西一家有6500余亩草场，
将草场统一交给合作社管理后，扎西
又将家里的牲畜入了股。去年合作社
就分给他 2.8 万多元收入，此外还有
12 只羊的肉、30 多斤酥油、20 多斤
奶渣。

“草场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本
来就应该好好保护它。现在保护草
场国家还给补贴，合作社让我们的
草场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还能被
合理利用带来最大化的收益。我们
都很放心、满意。”扎西说。

补奖政策，既护草原又促增收

西藏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有
天然草原面积 13.34亿亩，居全国首
位，草原畜牧业经济在当地经济中
占有重要地位。西藏把落实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作为转变农牧
民生产方式的重要抓手和促进农牧
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009年和2010年，西藏率先在
全国开展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
制试点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从
2011年起西藏全面实施草原补奖政
策，每年国家下达资金20亿元，完成
禁牧面积近1.3万亩，实现草畜平衡面
积7.6亿亩。2016年以来，国家实施
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中央每年下达
资金28.8亿元。2009年至2018年，
中央累计下达西藏草原补奖资金
191.01亿元，覆盖全区七市（地）74个
县（区）685个乡（镇），涉及256.22万

人。按照2017年全区农牧民总人口
233万人计算，农牧民当年人均享有
1237元，户均享有5000元以上。据
统计，农牧民享受到的草原补奖资金
平均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2%，
是牧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促进
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阿里一样处于羌塘草原的那
曲是西藏牧业大市，草地总面积为
6.32 亿亩，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为
4.69 亿亩。根据自治区建立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工作实施方案，
那曲市结合实际制定了《那曲建立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工作实施
方案（2016年—2020年）》，进一步细
化了步骤、明确了责任。同时，还制
定了禁牧方案、草畜平衡方案、减畜
方案、管护员选聘方案、宣传方案、培
训方案等一揽子方案。

减畜禁牧，管理责任落实到户

牧业是那曲最重要的产业，那曲
按照草场承载能力和产业发展的要
求确定了减畜品种，加大了牲畜出栏
力度。市政府及各县每年都举办畜
产品展销会，加大了畜产品的上市力
度，为牧民群众提供了畜产品及活畜
的交易平台。部分县积极与区内外
畜产品加工企业联系，签订购畜合同
书，或通过引进畜产品企业在本县落
户，加大牲畜出栏力度。

那曲还划定禁牧区 5638 万亩。
按照“谁禁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
则，把禁牧管理责任落实到乡、村、户，
并层层签订了禁牧责任书。那曲严格
落实禁牧制度，要求对已实施禁牧的
区域，牧民不得擅自解除禁牧，一旦发
现或举报属实，将适当取消禁牧补

助。同时严格制定了天然草地监督员
管理制度，并签订了管护员合同书，还
对禁牧区进行了GPS定位，安装了标
识牌和标示桩。

截至目前，那曲共实现减畜180
余万绵羊单位，2017 年兑现补奖资
金近 5.87 亿元。草补资金户均增收
5800 元，人均可增收 1267 元，草补
资金占总收入的 15.7%。通过实施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那曲
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禁牧区
植 被 恢 复 明 显 ，植 被 覆 盖 率 达 到
60%以上，草原类型植被平均高度比
上一年同期平均上升了 1.98cm，且
植被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从而减轻
了草地退化与沙化程度，特别是通
过减畜减轻了草场的压力和草地超
负荷运转。

近年来，那曲通过实施退牧还
草、人工种草、三害治理等保护草原
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加大了草原生态
的保护力度，为畜牧业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2004年至2018年，国家累
计为那曲安排了项目总投资达 1.89
亿元的16批次天然退牧还草工程，先
后实施了禁牧围栏 1268 万亩、休牧
围栏 2882 万亩、草地补播 956.5 万
亩、毒草害退化草地治理 4 万亩，有
效保护了天然草地。

2013年起，西藏总体达到草畜平
衡。2017年末与2010年相比，西藏减
少牲畜564万头（只、匹），有效减轻了
草原放牧压力。2010年到2017年，
西藏天然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增加
2.5个百分点，达到45.2%；低覆盖度植
被面积减少10.4%、高覆盖度植被面
积增加8.2%。据监测，2017年，西藏
天然草原鲜草产量 9705.6 万吨，比
2010年增长23.99%。

西藏阿里地区革吉县天然草场。 代 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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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新能源科普基地建成

江苏徐州铜山区北村村

挖掘湖光山色“富矿”
本报记者 薛海燕

我国新能源电站内面积最大的体验式科普基地——中广核云南磨豆

山新能源科普教育基地日前正式建成投运。该基地内各类科普体验设施

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基地将以风电科普为主，兼顾太阳能、潮汐能等

新能源，是集科普展览、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绿色生态社区，旨在让公众了解

新能源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加强社会公众对新能源的认知与支持。基地内

设有新能源科普馆、模型广场、叶片实体展示区等科普场地以及风机科普

观景平台、百米观景科普墙、登山科普栈道、新能源文化长廊等分散式附属

设施，后续将免费向社会开放，年接待人次预计可达1.2万。图为新能源科

普教育基地的云南磨豆山风电场。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以前山上都是光秃秃的，由于
植被破坏严重，一下雨，洪水就从山

上流下来，一刮风，沙尘就漫天飞。”
站在村委会西边的大枣树下，说起往

日情景，河北省赞皇县阳泽乡大河道
村党支部书记栗彦良非常感慨。而
今，走出家门就是秀峰披绿、公路逶
迤，就能欣赏到燕语莺啼的山村美
景。通过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治
理工程，过去荒山秃岭、满天沙尘的
记忆已在村民心中“翻了篇”。

秋日，行走在赞皇大地，碧水蜿
蜒、青山染翠，处处洋溢着一种人与
自然的和谐之美。从封山育林工程
到太行山绿化工程，赞皇县将植树造
林、山区综合开发作为推进绿色发展
的抓手，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不断完
善生态体系，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养
山富山，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赞皇的优势在山、在水、在生态，
保住了青山绿水，就保住了可持续发
展的资源优势，因此，宁可丢掉“生财
路”，也要斩断“污染根”。赞皇以壮
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保护生态环境的

“组合拳”，向自己的税源“开刀”，相
继开展了煤场整治、矿山企业规范整
治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工程，把煤场
建成林场，把矿山变成青山，并通过
大力发展经济林，实现了储绿与富民
的双赢。

去年，赞皇县完成太行山绿化造
林 7.5 万亩，完成生态修复和小流域
治理 10.6平方公里，被评为“全国林
业生态保护先进县”。淘汰燃煤锅炉
223 台，整治取缔“散乱污”企业 87
家，深度治理陶瓷企业 7 家。按照

“冬病夏治”思路，实施劣质散煤管
控，43个型煤推广试点村成效显著，
采暖季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以前一直在外打工，现在村里
变美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做生意，多
好。”过去，西白草坪村村民刘丽霞
一直在外务工。今年，县里的“三清
一拆”环境整治让家乡变绿变美了，
于是，依托依山傍水、空气清新的招
牌，刘丽霞在自家开起了“农家乐”，
经营特色农家饭。用她的话说，村里
环境变美了，又建起了葡萄采摘园，
凭借白草坪水库的优势，她看到了

“钱景”。
美好的生态建设带动了旅游业

的蓬勃发展，观光采摘游、农家乐等
绿色产业涌现。日前，赞皇县已相
继建成 30 个乡村旅游示范村。通
过造林绿化、退耕还林、核桃林提质
增效等措施，不仅昔日的荒山荒坡
披上了“绿装”，还着力将“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有效带动了
群众增收。目前，赞皇县靠优美环
境、特色林果等优势吃上“生态饭”
的村子已经有 92个。

河北赞皇县的优势在山、在水、在生态，保住青山绿水，就保住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优

势。赞皇县将植树造林、山区综合开发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抓手，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不断

完善生态体系，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养山富山，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实现综合立体系统性司法监督和保护

三峡库区有了“生态检察官”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通讯员

李立峰报道：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
辖区9个区县均位于长江上游三峡
库区腹心地带，长江干流、支流横贯
境内，总长度达到 1619.6 千米，长
江三峡中著名的瞿塘峡、巫峡和小
三峡均在其中。近日，该院“长江
生态检察官办公室”揭牌成立，同
时建立保护长江上游三峡库区腹
心地带生态环境的“长江生态检察
官制度”。

以往受限于行政区域划分，对
长江生态保护的工作呈现碎片化状
态。但河流生态系统是一个连续、
有机的综合生态系统，司法保护也
理应采取一种系统而立体的综合保
护机制。基于此，重庆市检察院二
分院探索建立“长江生态检察官制
度”，要求在分院和各区县检察院两
个层级，成立由检察长担任组长的
长江生态检察工作领导小组，选拔

生态检察官组建“长江生态检察官
人才库”。这项制度将进一步促进
检察机关以零容忍的态度，认真履
行批捕、起诉、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职能，依法办理涉嫌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

重庆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对于跨区域的重大环保案件，

“长江生态检察官”将提前介入，统
一受理、统一审查、统一量刑标准。
努力打破条块分割，采用联席会议、
检察建议、督促履职等手段，实现综
合立体的系统性司法监督和保护。

该制度还创造性地提出，以该
院辖区内长江干流和支流为纵轴
线，将围绕水面、水中、水下，以及沿
岸林、地、湖、草、水体、库岸生态资
源，充分履行生态检察职能，实现保
护全覆盖，从而更加有力地保护长
江及三峡库区青山绿水。

走进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柳泉
镇北村村，记者被村头万荷园里一碧
连天的荷叶、亭亭玉立的荷花深深吸
引。站在观荷亭眺望，三面青山、一片
碧湖，粉墙黛瓦的古老村落沿着山势
错落而上……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让人心旷神怡。

谁能想到，几十年前微山湖畔这
个偏僻、贫穷的“采石村”，如今成了
远近闻名的省级农业休闲观光村、特
色旅游示范村和省级文明村。

过去，北村村几乎与世隔绝。
东西南三面被16个山头紧紧包围，
北面微山湖烟波浩渺，没有一条通
往外面的大路。“路真孬，日子真穷
……”村民马增英告诉记者。

穷则思变。靠山吃山，开山采
石成为北村人走出贫困的唯一路
径。“那时，16个山头到处都是采石
坑，成船的石块、石子通过微山湖运
到马坡、沛县、丰县，山被炸得千疮百
孔，百姓的生活总算得到些改善。”北
村村党支部书记刘广铎说。

但是，“开山采石破坏了生态、
污染了环境，而且最终也没有几个
村民真正富裕起来……”刘广铎说，
这种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
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2014年，铜山区把绿色发展作
为主攻方向，推行环保一票否决制，
采石、小钢铁、小化工等污染型企业
被要求强行退出，北村村的采石企
业也全部关闭。

为建设生态宜居乡村，铜山区深
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并鼓励围绕吕
梁山、汉王镇、黄河故道、微山湖和环
市区休闲农业观光带大力发展都市
休闲旅游型产业。在这样的政策引
领下，北村村回过头来发现了自己真
正的“富矿”——湖光山色。

经过思考和讨论，北村村找到
了发展方向：依靠依山、傍湖、抱岛
的生态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产业，实
现生态强村、旅游富民。

第一步，在区镇扶持资金支持
下建设美丽康居村庄，彻底改变脏
乱差面貌。在此基础上，村里聘请
旅游规划专家进行规划设计，深挖
古迹、古村、古井、古树、古老传说等
自然人文资源，确立了“一山一湖一
古村”建设楼山岛度假区的旅游产
业发展规划。建设中坚决不拆老
房、不砍老树、不赶老户，尽量保留
和凸显“山村味”“渔家味”；第二步，
建设旅游服务设施，打造独具特色
的旅游目的地。

如今，北村村里随处可见游园健
身广场，柏油路、水泥路通到每户人
家。依山而建的石头院落古朴、厚重，
一道道蜿蜒的石阶述说着历史的沧
桑。屋墙上装饰的船桨、斗笠、鱼笼让
人仿佛回到了远古渔猎部落，山下的
荷塘、长廊、游船码头，则处处彰显着
湖区的灵动和活力。下山入湖，摩托
艇犁起浪花，大湖浩渺，天阔云低。

独特的山水田园风光成为吸引
游客的“金字招牌”，北村村一天天热
闹起来。村里成立“荷你友约”乡村
旅游合作社，村民入股，集体建设，因
势利导鼓励村民从事船餐、湖鲜和农
副产品销售、生态水产养殖、休闲垂
钓、瓜果采摘等，目前全村2000余口
人，吃上生态旅游饭的有500人，去
年全村人均收入2.5万元，村集体从
旅游业上得到收入50多万元。

“现在我们正筹建大型游乐场、
美食水街、山居民宿、百花园等景观
设施，争取3年内建成4A级旅游度
假区、5A 级乡村旅游景区，让所有
村民都吃上旅游饭。”刘广铎说。

通过大力实施绿化工程，河北赞皇县过去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

马三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