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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神农架布局旅游全产业链

守好一方绿 迎来天下客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马 超

冬季，湖北神农架林区冰雪飞
舞，白雪、冷杉、草甸、云海……构成
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叹为观
止；赏雪、滑雪、观金丝猴……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山脚盛夏山顶春，山麓艳秋山顶
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
分”，是神农架林区的真实写照。这里
舒适的气候、自然的山水及朴实好客
的山民，吸引了四方游客。

在坪纤古镇“大九湖天湖酒店”，
酒店老板谭建国和妻子商量着家中
大事：增加房间，提档升级。“春节期
间游客多，要提前做好准备。”

谭建国家的小旅馆有 18 间客
房。每年的冬季都是当地的旅游旺
季，一家4口格外忙碌。

谭建国告诉记者，他家的酒店已
经开了4年。“开旅馆之前，我每年都
外出打工，待清明时节回来采茶。如
今，一年四季游客不断，已经不再外
出打工了。”谭建国说，旅游业带来的
收入已经让他家生活殷实且满足。

数据显示，2018年，神农架林区
共接待游客1590万人次，与2017年
相比增长20.1%；实现旅游经济总收
入57.3亿元，增长20.3%。

这一数据的背后，是林区不断完
善的服务配套设施及良好的生态环
境的支撑。2018 年 6 月份，松柏镇
获得“国际慢城”称号。这也是神农
架继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
物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
自然遗产”等殊荣后，收获的又一张
世界级名片。据介绍，包括绿色生活
方式，反污染、反噪声，支持传统手工
方法作业等50 多项规定的“国际慢
城”标准，神农架完全达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
来，神农架林区按照“全域景区，花园
城镇，美丽乡村”的思路，全面推进旅
游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全面整合，推出
了“花·色·云·雪”四季游、“美丽乡
村”游、“研学”游等系列旅游产品。
目前，全区旅游直接从业人员 7000

多人，间接从业人员 2 万多人，占本
地就业总人数的20%。旅游对GDP
的贡献率达到59.7%。

神农架林区旅游委员会副主任
周文合介绍，目前武汉、重庆、西安、
郑州、宜昌等地至景区的旅游直通
车已开通。木鱼镇开通了景域直通
车，建成了景域无缝对接换乘体系，
实现了从机场、车站到主要景区公路
交通的无缝对接，完全能够满足游客
从木鱼镇换乘至神农架 6 大主要景
区的需求。

真正落实“保护第一”理念

神农架是长江大保护三峡水库、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的绿
色屏障和水源涵养地，生态地位在全
国举足轻重。

如何保护好这一“绿色宝库”？
神农架把生态保护作为第一责任和
立区之本，把生态保护理念向各个层
面、各个领域传导，形成生态保护的
行动自觉。

生态保护，制度先行。神农架在
全国率先编制《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管控
规划》，建成信息指挥、视频监控、GPS
定位、无人机巡航4大资源管护系统，

“空中有飞机、山上有监控、路口有探
头、林内有巡护、应急有队伍”的“五位
一体”立体森林资源管护成为常态，实
现连续38年无较大森林火灾、森林病
虫害和人为破坏森林资源等行为。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生态文明建
设书记责任制、生态环境保护“一岗
双责”，出台《自然资源保护基金管理

办法》，推进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在
全省率先出台《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实施意见》和

《生态资源管护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神农架国
家公园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标志
着湖北正式开启立法保护国家公园
的时代。《条例》要求，在神农架国家
公园117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规划建
设要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条例》
实施以后，神农架传统的6大景区有
5 个在“限流”之列，分别是神农顶、
大九湖、官门山、天生桥和神农坛。
对于旅游几乎是“唯一产业”的神农
架来说，限流意味着“割爱”，但这正
显示了“保护第一”理念的真正落实。

宁可利用不足，也不过度开发，
神农架把绿色作为发展底色。神农
架林区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守
军表示，自 2000 年开始，神农架率
先在湖北省停止木材商品性采伐，将

“木头经济”转向“绿色经济”，“伐木
人”转变为“护林人”，逐步实现了“要
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行动自觉。
截至目前，累计退耕还林 24.06 万
亩，大九湖湿地面积增加 284 公顷；
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91.1%。

布局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神农架大九湖坪阡古镇后街巷
子，110桌宴席一字排开，绵延1000
多米。蒸药膳鸡、药材卤牛肉、蜂蜜

荞麦饼等养生菜肴吸引了海内外游
客和当地民众争相品尝。

神农架是“中药宝库、药祖之
乡”，因炎帝神农氏搭架采药而得
名。近年来，神农架推动中医药健康
养生产业做大做强，发展中医药种植
业、旅游业、健康服务业等，开发养生
药膳、药浴、蜂疗等系列产品，走出一
条特色之路。

“要把产业做大做强，必须强化
全产业链布局，强化融合发展理念，
围绕大旅游、大健康、大农林这 3 大
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神农架林区区长刘启俊说。

全省最高的森林覆盖率、最优良
的空气、最凉爽的夏天……神农架充
分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优势，研究出台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意见》，大力
培育旅游新动能、新增长点，扩大和
完善“亲子游”“夏令营”等研学游高
端项目，强化“药、菜、茶、水、蜜”和

“吃、住、行、游、购、娱”等全产业链提
档升级。神农架洋芋、神农架百花
蜜、神农架野板栗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神农架鹿茸、冷水红稻米、
黑苦荞茶成为全国农产品金奖品
牌。这些农林特产品，已成为旅游者
采购清单中的必备品。蜂疗、药膳、
康养等健康产业，正随着游客的脚步
和口碑，走出深山，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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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是全国唯一
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
域，也是唯一同时获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与生物圈保护区”“世界
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
产”的地方。近年来，神
农架林区在全国率先编
制《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管控规划》，深化国家公
园体制改革，全产业链
布局，发展大旅游、大健
康、大农林，走出一条全
域旅游引领绿色发展
之路

突破检察机关办理环境污染案件瓶颈

环境损害公益诉讼将不必预交鉴定费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山东泗水走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生态“绿鸡”下出“金蛋”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包庆淼 周 凯

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到冬季，都会有大批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
飞抵河南三门峡黄河湿地和附近水域休养生息。据估算，目前到三门峡黄
河湿地越冬的白天鹅已有近万只。图为湿地中美丽的白天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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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冬季的神农架宛若童话世界。
汤国祝摄 （中经视觉）

② 目前生活在神农架的金丝猴总量已经达到了
1300多只，是我国境内数量最多的一个金丝猴群体。

龚 俊摄 （中经视觉）
③ 美丽的神农架大九湖湿地。

徐 铮摄 （中经视觉）

“以前这里苍蝇满天飞，又脏
又臭，过路得绕道；现在，鸡粪实现
了每日一清理，每隔15分钟生态养
殖除味杀菌系统就自动喷淋一次，
养殖环境大幅度改善。”在山东泗
水县众成蛋鸡养殖有限公司工作
了6年的董绍萍说。

2017年，该养殖基地的粪污资
源化利用项目获得中央财政补贴
资金93万元，企业自筹资金320万
元，先后对鸡舍及配套设施进行了
改造升级。

“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
后，不仅每年能直接增加几十万元
的有机肥料资金，还间接提高了鸡
蛋价格，每年又多收入 100 多万
元！每公斤价格虽然高出普通鸡
蛋0.8元，但仍受北京、上海等地消
费者青睐。这些生态‘绿鸡’真的
下出了‘金蛋’！”众成蛋鸡养殖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仲芹告诉记者，公
司已经成为省级蛋鸡标准化健康
养殖技术示范场，蛋鸡养殖规模达
10万只，日产鸡蛋5000公斤。

年出栏 1000 万羽鸡苗的山东
省级龙头种鸡场——泉林永发养
殖场，也建设了一处日处理40吨粪
污的有机肥料厂，并在处理本场日
产6吨鸡粪的基础上，与周边30个
规模养殖场签订粪便收购合同。
同时，该场还投资建设了 2 座沼气
池和1座沼气储存柜，采用“厌氧+
还田”工艺处理养殖废弃物，产生
的沼气供本村100余户村民免费使
用，沼液沼渣作为有机肥回用于
农田。

在泗水县华村镇东陈家庄富
硒绿色无公害葡萄基地，大棚管理
员王克秀说：“用沼液浇葡萄好处
非常多，基本没有虫害，而且葡萄
口感好。”

王克秀用的沼液得益于泗水
县华村镇泗河源畜禽良种繁育场
的“种养结合，就近还田”项目。

泗水县是山东省重要的肉鸡
肉鸭生产基地，过去，由于养殖场
普遍档次不高，既没有实现资源化
利用，还造成了污染。2017年6月
份，泗水县成为全国首批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重点县，承担中央扶持
资金 3650 万元、总投资 9260 万元
的项目建设任务。他们坚持“种养
结合、生态还田”原则，探索源头减
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路
径，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整合各类资金1.2亿元，新
建储粪棚 2.6 万平方米、污水沉淀
池2.2万立方米、沼液池73个、有机
肥生产车间7600平方米，230家养
殖场安装除臭喷淋设备，采购有机
肥生产线、运输车辆等139台套，安
装太阳能沼气池 139 组，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达 100%。
全县还建成 10 家规模有机肥料加
工厂，年产量达8万吨。

为建立长效机制，泗水县制定
出台《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划》和《畜
禽粪污处理利用规划》，每年列支
500万元用于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100 万元用于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目前，
泗水县已初步构建起了种养结合、
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推
动畜牧业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新
路径。全县形成了“粪污收集处理
中心＋有机肥加工点＋规模养殖
场”有机肥生产网络，构建起“养殖
场双向小循环、乡镇多向中循环、
县域立体大循环”的粪污资源化利
用框架，实现了养殖场畜禽粪污减
量化生产、无害化处理、资源化
利用。

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公
益诉讼时，将可以先不预交鉴定费，
待法院判决后由败诉方承担。近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
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
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为依法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

据了解，生态环境案件在办理
过程中，存在确定管辖难、调查取证

难、司法鉴定难、法律适用难等问
题，特别是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机构少、费用高、周期长已成为制约
检察机关办理环境污染案件的瓶
颈。同时，检察机关与相关行政机
关执法之间存在协调配合机制不
畅，信息通报、联席会议、协作配合
等机制没有常态化运作等问题。

因此，在《意见》制定过程中，最
高检与9部委就重点问题、重点事项
进行深入磋商并达成共识。

“生态环保工作需要检察机关
全面参与，充分发挥环境司法的支
持、监督、保障功能。检察公益诉讼
是很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生态环
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说。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与最高检
协作日益密切，逐步实现无缝对
接。双方通过共同完善环境污染犯
罪司法解释，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两法”衔接机制，推进检察机
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等，有力促进
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开展。

“在配合检察机关做好环境公
益诉讼工作中，生态环境部强化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严格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别涛介绍，2018 年全国实
施行政处罚案件 18.6 万件，罚款数
额152.8亿元。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存在着
费用高、收费标准缺失等问题。《意
见》提出，完善鉴定收费管理和经费

保障机制，探索检察机关提起生态
环境损害公益诉讼时先不预交鉴定
费，待法院判决后由败诉方承担。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副
局长舒国华介绍，截至2018年12月
底，全国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
登记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达
103家，鉴定人1900余名，基本实现
了省域全覆盖，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的供给能力大大提升。

舒国华表示，目前，司法部确立
了司法鉴定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主
管部门牵头联合规范管理的工作格
局，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司法鉴定管
理模式。为切实规范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管理工作，司法部先后制定出
台一系列政策文件，与两高联合出
台《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
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等。下
一步将积极协调国家发改委有关部
门，推动尽快出台收费标准。

《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近日印发，为依法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按照《意

见》，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公益诉讼时，将可以先不

预交鉴定费，待法院判决后由败诉方承担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彭
祥报道：海关通过焚烧的方式销毁
走私物品，现场冒起浓浓大烟的场
面大家可能都不会陌生。近日，在
广西钦州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
司，广西防城海关集中销毁的 5.4
万条走私香烟被源源不断地送进
了热电厂的燃烧炉，燃烧产生的热
量最终变成了电源。

据悉，本次销毁香烟总重量近
15 吨，市值超过 400 万元，估算能
发电约5000千瓦时。

此次销毁的涉案香烟是防城
海关积极开展的“国门利剑 2017、
2018”专项行动中查获并已办理结
案的香烟，以中高档香烟为主。由
于中高档品牌的出口香烟与同品
牌内销的国产香烟价格差距较大，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受高额利润
驱使，在非设关地走私专供出口的
国产卷烟“倒流”入境，严重损害了
国家和消费者利益。对此，防城海

关缉私部门坚持多措并举严厉打
击走私香烟活动，强化情报经营，
加强同工商、烟草管理等部门的协
作配合，进一步加大辖区巡查、查
缉力度，全面做好对重点香烟走私
通道和走私窝点的封堵查缉，将

“破大案、打团伙、端窝点”作为遏
制辖区走私的有效手段，深入推进
反走私综合治理。

走私香烟流入国内后，将严重
扰乱国内烟草市场秩序，且走私香
烟品质无法保证，对健康造成严
重威胁。根据要求，海关罚没走私
卷烟，一律由海关、烟草专卖行政
主管部门实施销毁处理，不得以任
何形式流入市场。与以往对香烟
碾压后混合生活垃圾深坑填埋相
比，此次采用委托专业机构焚烧发
电的方式对走私香烟进行销毁，不
仅效率高、费用少，还能通过发电
产生附加值，并彻底杜绝以往露天
焚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广西防城海关

5万条走私烟用于焚烧发电

白天鹅飞抵三门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