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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矿场披绿装

四川巴中探索“巴药+生态旅游”发展之路

——河北省三河市矿山治理纪实

巴药种出好风景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 伟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近年来，
四川省巴中市按照“种巴药就是种风景、建基
地就是建景区”的思路，大力推行“巴药+生态旅游”模式，
发展乡村旅游。预计到 2020 年，巴药全产业链综合经济
河北省三河市处于

总产值将达到 100 亿元，
可全面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
生态优美当为第一要
求。近年来，通过高效、
高质、高速的矿山生态环
境治理，三河市正将昔日
20 多 平 方 公 里 的“ 生 态
疮疤”变身为有农有林、
有景有致的生态示范区。

矿山治理一期工程已经见到绿化成效。
在河北省三河市，一场整治矿
山、绿化环境的“战斗”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采石场区域 15 个标段同时
展开，数百台机械车辆、数千名施工
人员或刷坡填坑平整土地，或挖坑培
土栽种绿植。
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告诉记
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盘大棋
中，三河处于核心区，生态优美当
为第一要求。他们希望通过高效、
高质、高速的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使昔日的 20 多平方公里的“生态疮
疤”变身为有农有林、有景有致的
生态示范区域。

痛定思痛，启动矿山治理
三河市东部矿山为燕山余脉，总
面积 78 平方公里，蕴藏白云岩等非
金属矿产资源。上世纪 70 年代起，
当地百姓靠山吃山，办起了采石场、
白灰窑，高峰时这里拥有 500 多家小
开采企业，上万辆载重货车进进出
出，北京、天津三分之一的砂石料产
自这里。
经过数十年开采，被破坏的山场
达到 20 多平方公里，
但上缴的税收不
到 7 亿元。没有挖出当初人们希望的
“金山”，却毁掉了一个能够给群众带
来生态红利的“青山”。
“窗户不敢开，
衣服不能晾，
10 米开外看不见人！
”
一
直生活在矿区的段甲岭镇东岭村党
支部书记曹秀成说，山头被挖成了大
坑，岩土常年裸露在外，粉尘弥漫，成

为距北京最近的矿山污染源头。
“三河作为京津冀核心区，不能
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必须痛定
思痛，狠抓生态环境整治。”三河市
委、市政府铁腕关停了所有采石矿
点，并开始了矿山治理。
12 月 3 日上午 9 时，三河段家岭
矿区出现了 5 级左右的大风，记者驱
车赶到这里的三河矿山环境恢复治
理示范工程指挥部，恰好遇到他们的
工程例会刚刚开完，相关单位和相关
项目的领导纷纷拿起安全帽奔赴各
个施工现场。从会场中走出的三河
市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工程推进组
组长邵振告诉记者，这种例会每天一
次，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每次会上，
指挥部下设的工程推进组、执法监督
组、安全监管组、环境保护组、财务审
计组、工程监督组、宣传资料组及指
挥部办公室都要逐一汇报工作情况，
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进
行讨论研究、协调解决，使挂图作战、
限时完成指标能够得到切实落实。
“为了使矿山治理取得实效，
市里
从市直相关部门抽调 80 多人，
充实到
三河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指挥部所
辖的各个小组，在矿区修复项目上长
期驻扎工作。我们工程推进组的 22
名成员，以小组为单位对每个标段进
行踏勘，
和施工技术人员对接，
详细了
解每天的工程情况，
登记造册、
拍摄照
片，
形成日志。我相信，
我们整个矿山
的生态治理一定能够大获全胜。
”
邵振
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施工人员在栽种马尾松。

宋美倩摄

机制创新，引进社会资本参与
山脚下，新栽植的树苗迎风摇
曳；山坡上，片片草丛已是郁郁葱葱
……站在矿区治理示范区一期工程
现场，记者看到，数十米深的采石矿
坑被填平覆土后，已重新披上绿装，
与正在治理区域的光秃秃的状况形
成了鲜明对比。7 月初，治理示范区
一期工程通过省国土部门验收。
“从开山挣钱到投入巨资治理恢
复生态，东部矿山的发展历程，给全
市干部群众上了一堂生态文明建设
的教育课。”韩占山表示，矿山开采几
十年，上缴税收仅有 6 亿多元，而目
前矿山的治理却需要投入 65 亿元。
钱从哪儿来？
“不征地、不租地，土地经营权、
所有权不变。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
采取奖补的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治理。”三河市市长刘连杰的话，解开
了我们心中的疑问。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福成集团，打响了社会资本参与矿山
环境恢复治理和废弃矿地复垦的“第
一炮”。他们将矿山环境整治、耕地
层土壤剥离、畜粪回收与土壤改良、
土地流转、耕地后期管护利用等结合
起来，实现了矿山环境治理、土地复
垦利用与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互促
共进。
登上福成治理区高点放眼望去，
山脚下大片果园染绿了荒山，山腰间
是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松树。福成集团
董事长李福成说，他们目前已完成了
1500 亩的一期治理工程，
共建成 4 个
梯级平台，
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实施，
正
在治理的面积超过了3600亩。
“脚下的这片园区，原来主要出
产建筑石子，陡壁残山周围套着大大
小小的矿坑。现在经过福成集团治
理修复，已经建成 1200 多亩的苹果
园，今年秋天，果树已经挂果。”苹果
园技术员王桂山告诉记者。
撬动社会资本，
“1+1＞2”
的效果
非常明显。目前，投入废弃矿山治理
的 65 亿元资金中，
九成以上来自社会
资本。继福成集团之后，联铭实业等
一批企业也加入了废弃矿山治理的
行列。
中央资金、地方资金、社会资本
一起上，三河治山力度明显加大。目

重庆奉节全面增绿补绿

既要“颜值”又要“价值”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段雪梅

深冬的重庆市奉节县，一江碧
水，两岸青山，绿意绵延，橙果飘香。
从 2017 年开始，奉节县不断推
进森林彩化、道路美化、精品花
带、美丽库岸和全面补绿 5 大提升
工程，使全县城市建成区绿化率达
到 3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9.7
平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 51.6%。
奉节县林业局局长侯门辉告诉

记者，绿量大、绿意浓是奉节的特
色。今年，奉节县不仅对白帝城景
区周边荒地绿植景观进行了提档升
级，还采取针叶林改阔叶林、低效
林改中高效林及景观林彩化等措
施 ， 共 计 实 施 森 林 抚 育 2.4 万 亩 ，
并在长江沿线、高速公路沿线视野
范围内实施荒山造林、疏林地及未
成林地培育 3.1 万亩。同时，完成
造林绿化长江两岸 55 万亩，累计
栽植红叶、香樟、脐橙、油橄榄等
苗木近 6000 万株，造林绿化成活
率和保存合格率均达 95%以上，库

区生态屏障建设效果初显。
一方面通过护林、增绿、添彩
行动，保护和修复山体生态；另一
方面通过生态产业及产业间的深度
融合，促进“黑色”发展转向绿色
发展。奉节县弃“煤”启“美”，对
影响生态环境的过剩产能进行淘
汰，县域内所有煤矿企业实现关停
并转。如今，其中部分企业在政府
的积极引导下，围绕生态产业做文
章，通过发展农村电商，打造“奉
节脐橙”水果品牌等，进一步拓展
了奉节农产品的销路，提升农产品

刘金峰摄
前，社会资本参与矿山环境治理已完
成覆土 200 万立方米，绿化面积达
3500 亩。15 个治理标段中，社会资
金治理的标段占到了三分之一。

苦干巧干，迎来鸟语花香
迎着凛冽的寒风，记者来到矿区
治理示范区二期9标段工程现场，
项目
负责人何广来正带着十几名工人围
着山脚栽种新疆杨。
“隔两米植一棵，
上冻前浇一次封冻水，来年就绿了！”
何广来告诉记者，这里经过几十年采
矿，
山场凹凸不平，
寸土不生。
“我们给
矿场平整之后进行覆土植树，
让山场
从明年开始，
长出新的绿色植被。
”
作为责任主体的三河市国土资源
局局长李宏亮说，
矿山治理非常困难，
矿区内需要治理的矿坑就有 55 个，
其
中最深的矿坑超过 50 米深；
当年粗放
开采，
还造成了多处坡度近 90 度的危
岩体和白茬山体……65度以上山体怎
么保证喷播的成活率？危岩体处理是
抗滑加固还是清除排险？这些难题，
国内尚没有成熟的技术，只能边实践
边摸索。光是目前正在治理的 15 个
标段，总挖方量、填方量、覆土量就达
到了 1045.6 万立方米，
相当于在京津
之间建一道 9 米宽、
9 米高的墙。而正
在治理区域的面积，
仅占3.2万亩需要
治理区域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治理任
务之重可见一斑。
“为了让矿山治理取得实效，
我们
采用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方法寻求突
破。聘请河北地矿建设工程集团公
司，
历时7个月完成了治理区二期的规
划设计。同时向全国公开招标，选聘
废弃矿山治理专家参与竞争。引进
中煤华胜、中地集团、江苏绿岩、北京
勘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队伍参与
施工。采用了林果并举，乔灌草结合
的方式开展生态治理，
从过去近3年的
实践来看，
效果很是不错。截至目前，
治理面积超过了1.5万亩，
已接近总面
积的一半。
”
李宏亮说。
秃岭荒山能够变成绿水青山，绿
水青山能够化作金山银山。三河市
矿山治理指挥部宣传资料组副组长
刘金锋表示：
“ 看着这些千疮百孔的
大山按照我们计划的模样改变，心中
非常激动。三河正在一天天变美，而
随着矿山环境的改变，将来这里就是
三河最大的生态涵养区。”

附加值。
以“绿满夔州、花漾奉节”工
程为契机，奉节结合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大力发展以水果为主的经济林
产业，在增绿、补绿的同时加快实
现农业产业效益提升、农民收入提
高、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目标。依
托当地的立体气候条件，奉节因地
制宜，布局“三带”特色效益农业。
首先，形成 30 万亩脐橙种植规
模，早、中、晚熟脐橙配套种植，延长
挂果期的同时，平均价格也实现翻
番。其次，中山带油橄榄发展初具
规模。目前种植面积已达 9 万亩，
几年内计划发展到 20 万亩。再次，
高山带因海拔较高，农业种植受限。
奉节县引导农民种植高山蔬菜 30 万
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种植结
构，还带动了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
截至目前，奉节县已累计发展油橄
榄、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基地近 10 万
亩，2017 年全县实现林业综合年产
值达 39.3 亿元。

“如何充分发挥巴中市得天独
厚的生态优势，通过资源整合将巴
药产业真正做出特色是我们一直在
探索的。”四川省巴中市巴药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
适宜的种植地貌资源、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对南北地域的兼
容性，
成为这里大医药、大旅游融合
发展的基础。
打破过去村民零散种植不成规
模、“单枪匹马”闯市场难成气候
的发展瓶颈，巴中市把巴药产业作
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主导产业来
抓，科学规划产业发展，采用“企
业+合作社 （协会） +基地+农户”
的模式，规模发展巴药种植。
“巴中市生态环境好，
土壤酸碱
度适中，适合中药材种植。”四川省
平昌县食药监局长何光明告诉记
者，
为了更好地因地制宜科学种植，
巴中市形成了布局合理、各具特色、
优势明显的中药产业化发展格局，
其中，巴州区重点发展川明参、虎
杖、栀子等药材种植，
恩阳区重点发
展川明参、银杏、栀子等药材种植，
平昌县重点发展红花、丹参、栀子等
药材种植。
为严把药材质量关，巴中市引
导企业和合作社严格实施“统一育
苗、统一供苗、统一栽植、统一肥料、
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一收割、统一收
购”的“七统一”模式。各区县食药
监局牵头，整合农业、林业、科技等
部门力量，
并邀请省农科院、四川大
学专家，开展巴药种植技术培训和
实用技术推广，
引导农民绿色、规模
化种植。同时，大力保护野生道地
药材，
对市场紧缺、用量大、前景好、

具有地域优势的药材推行野生抚育
技术、人工繁育技术，
加强野生抚育
基地、优质原料药生产基地和良种
基地建设。如今，巴中市中药材种
植面积已达 80 万亩，中药材种植业
年收入约 32 亿元。
在巴中市巴州区，现代中药材
产业已经被列为强区富民的支柱产
业，巴药种植基地遍地开花。与此
同时，
巴州区立足森林康养，
以巴药
为载体，围绕“药、医、养、食、游”全
链发展定位，推广“中草药+康养”
“中医药+旅游”模式，实现巴药产
业、医药养生、文化旅游联动发展。
“巴州区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已经建
成 4A 级天马山国家森林公园、莲
花山山地运动公园、巾字村农业生
态康养园等一批新型森林康养基
地。”巴州区巴药局工作人员陈彬
说，
要跳出传统农业思维谋求发展，
既要卖农产品，
又要卖风景，
按照生
产、生活、生态
“三生相融”的发展思
路，
努力打造
“道地药乡”名片，
促进
巴州绿色崛起。
巴中市平昌县则坚持药旅融
合，按照“种巴药就是种风景、建
基地就是建景区”的思路，大力推
行“巴药+生态旅游”模式发展乡村
旅游，整合扶贫、农业、林业等项
目资金，规划建设药材基地，配
套建设路、渠、塘等基础设施，通
过植入文化元素，打造文化长廊、
休闲广场等场所，并依托巴药产
业 基 地 规 划 建 设 新 型 农 村 社 区，
实 现 了“ 田 园 变 花 园 、 新 村 变 景
点 ”， 打 造 出 一 批 生 态 旅 游 康 养
胜地。

武汉北湖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完工

生态长江再添“防护网”
本报讯 记者柳洁、通讯员李
颖报道：
日前，
国内一次性建成规模
最大的污水处理厂——武汉北湖污
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完工。该处理厂
是武汉治理城市污水的核心枢纽，
一期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可达 80
万吨，远期可达每日 150 万吨，将为
武汉构建
“大东湖生态水网”提供水
质托底。
武汉北湖污水处理厂为国家
“长江大保护”战略和武汉市以防洪
水、排涝水、治污水、保供水为重点
的
“四水共治”治污水大布局中的关
键工程。其建设采取了国内首创的
“四厂合一”方式，
即将运行的沙湖、
二郎庙、落步嘴污水处理厂进行升
级扩建，与新建的北湖污水处理厂
合并。除了能够提升大东湖生态水
网的水环境，土地资源也将得以释
放，建成后将惠及约 130.35 平方公
里和 248 余万群众。

据施工方中铁上海工程局北湖
项目经理张启显介绍，对于每天 80
万吨污水的处置量，北湖污水处理
厂将采用两种先进工艺：一种是传
统的“A/A/O+深度处理”，一种是
“MBR 膜处理”。两种工艺的排放
标准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最高等级
“一级 A 标准”。
“ 工程正式运行后，
该区域内主要排口污染物将削减
60％以上，将成为长江流域武汉段
水体污染防治的重要一环。”
据介绍，处理达标后的尾水将
通过两种方式越堤入江——当长江
水位低时，
通过箱涵自流而出；
当长
江水位高时，通过钢管攀堤而出。
同时，新建成的北湖污水处理厂除
了具备排污功能，排水系统还在内
部设置了双管道，从而实现雨污分
流，
兼顾排渍功能。届时，
新厂排口
截流降雨量可达 18 毫米,能有效抵
御 50 年一遇的暴雨洪涝灾害。

探秘武夷

武夷山国家公园日前开展以“关注森林，探秘武夷”为主题的生态科考
活动，10 位生态学、地理学与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的专家和武夷山国家公
园科研专业人员一起深入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对其生物多样性进行科学
考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