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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被确立为全国首个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以来，沿着《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绘制的路线
图，福建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探
索，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改革答卷：中央部
署的 38 项重点改革任务有 37 项已经形
成改革成果，一批改革经验和制度成果在
全国交流推广。

市场机制“活”起来

2016年12月22日，在福建省碳排放
权交易启动仪式上，南平市顺昌县国有林
场与罗源闽光钢铁公司达成全省首笔林
业碳减排量交易。当天，林场推出的首期
15.55 万吨碳减排量在海峡股权交易中
心全部售出，成交金额288.3万元。

“这说明，林业碳汇项目既可促进森
林质量提高，还可使林区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实现社会得绿、企业得利、农民
增收。”顺昌县国有林场场长赵刚源说。

2016 年以来，福建省围绕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试点把现有重
点生态区位内禁止采伐的商品林通过赎
买等方式保护起来，化解生态保护和林农
利益之间的矛盾。

作为全国重点林区，三明市森林面积
2646 万亩，覆盖率 76.8%。然而，林改后
三明市农民人均分到的林子不足 10 亩，
每户在 30 亩至 50 亩，且不是集中连片
的。小额林权处置困难，金融部门想贷却
不敢贷，广大林农需要贷款却贷不到。

2016 年底，三明市林业局与三明农

商银行合作，率先推出普惠林业金融新产
品“福林贷”。“福林贷”由村委会牵头设立
村级林业担保基金，贷款林农按一定比例
交缴保证金，由林业合作社为林农提供贷
款担保，林农以其同等价值的林业资产作
为反担保申请贷款。贷款额度按林农出
资担保基金最高 10 倍放大，最高可获得
20万元贷款，一次授信、年限3年。

用市场活水换更多青山绿水，通过在
全国率先创新林业金融，目前福建省涉林
贷款余额为251亿元，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管控制度“严”起来

为有效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2016年福建率先创新实施地方党政
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制，形成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和全
链条、多层次、广覆盖的责任体系。

福建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强
化绿色发展导向，必须推动生态环保重心
由“末端治理”向“全程管控”转变，要避免

出现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局
面。为此，福建省建立了涵盖8个方面、49
项指标的考核体系，突出绿色发展指标。

2017 年 8 月起，福建在莆田市和闽
清县、仙游县、光泽县试点建立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

光泽地处闽赣两省交界，人口仅 15
万人，但自然资源丰富，武夷山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有28万亩、缓冲区有10万亩位
于其境内，森林覆盖率 78.85%，111 条大
小溪河交织成网。对于光泽县委书记、县
长以及 8 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和乡镇长而
言，生态审计审的是土地资源、水资源、森
林资源、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
治这五大类指标在任期内的变化情况。

光泽县华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黄婷
介绍，推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制度后，各级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更加
重视。“我们就是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生态环境好了，才能提
升对外的吸引力和承接力，从而推动经济
快速发展。”黄婷说。

百姓腰包“鼓”起来

坚持把有利于增强基层和群众获得
感的改革摆在优先位置，努力以改革红利
造福群众，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
革任务的重中之重。

福建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重
点方向，尽最大可能为百姓提供优质的生
态产品。为此，福建省制定实施农村污水
垃圾整治提升3年工作方案、培育发展农
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方案等政策，建
立垃圾治理长效机制。截至 2017 年底，
福建省所有乡镇建成生活垃圾转运系统，
75%的乡镇建成污水处理设施，84 条黑
臭水体完成整治，1126 公里河道实施生
态治理。

为改变“上游污水直排，下游淘米做
饭”的状况，福建在全省12条主要流域建
立资金筹措与地方财力、保护责任、受益
程度挂钩，资金分配以水环境质量为主要
依据，统一规范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近
3年累计投入补偿资金近35亿元，大部分
补偿到流域上游欠发达地区和生态保护
地区，让绿水青山的守护者有了更多获
得感。

“由省级政府牵头推动，责任共担、稳
定增长的补偿资金筹集机制，以及奖惩分
明、规范运作的补偿资金分配机制，较好
解决了‘钱怎么筹’和‘钱怎么分’两大难
题，有效促进了流域上下游关系的协调和
水环境质量的改善。”福建省财政厅相关
负责人说。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福建：生态“试验田”长出经济硕果
2018年9月23日，山东省

潍坊市昌邑卜庄镇举办“第二
届卜庄镇大陆村梨枣节”，以庆
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作为
有名的梨枣之乡，卜庄镇大陆
村也被叫做“红色大陆”，抗日
英豪陆升勋即出生于此。

陆升勋，1907 年 10 月生
于山东省昌邑县卜庄镇大陆
村。1924 年考入青州山东省
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本
村任教。在大革命高潮中，他
在本村群众中大力开展宣传活
动，成立农民协会，拥护北伐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在
本村创办农民夜校。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
他带领农民夜校学员，到集市散发传单，抗议日本帝国主
义的滔天罪行。后经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到邹平乡村建设
研究院学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抗战爆发后，陆升勋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昌邑，
为组织抗日武装做准备工作。1936年底，他带着组织起
来的百多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中共鲁东工委领导发动
的潍北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7支队，
任第7支队特务大队大队长。

1938年 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陆升勋任纵队
特务团团长。1939 年 9 月，任山东纵队第 1 支队后方司
令员。1940 年 9月，山东纵队第 1支队后方司令部改编
为山东纵队沂蒙支队，陆升勋任支队副司令员。不久，任
鲁中第2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10月，陆升勋被选派到
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1942年5月学习期满后，任沂
蒙专署专员，领导沂蒙山区人民群众坚壁清野，开展反

“蚕食”、反“扫荡”斗争。同年12月调任胶东军区副司令
员，率百余人从新泰出发，穿越胶济铁路到博兴，继续东
进到招南。12月8日进入莱阳县孙家夼，被日伪军包围，
指挥干部和护送队与敌激战，在突围中不幸壮烈牺牲，时
年35岁。

陆升勋的孙子陆松君，提起爷爷时说：“爷爷为了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了建立新中国，付出了宝贵的生
命，是值得的。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一直教育子女要
爱国，要好好工作，多为国家做贡献。作为烈士后人，我
有责任、有义务把红色基因和优良家风传承好！”

文/新华社记者 吴书光 （据新华社电）

陆 升 勋 ：“ 红 色 大 陆 ”育 英 豪

260 公里、车程 3 小时，这是北京与
河北海兴县苏基镇张常丰村之间的距
离。8 个多月、13 张车票，记录了张常丰
村第一书记、国家信访局督查室副调研员
张巍婷奔波两地的足迹。

2月3日，记者到达张常丰村时，正赶
上张巍婷牵头召开返乡人员座谈会。屋
外寒气袭人，屋内气氛热烈。坚持绿色发
展、突出特色养殖、盘活闲置土地、加强平
台推广……持续一个半小时，30 多人参
加的座谈会上，退休干部、企业家、大学生
等踊跃发言，张巍婷积极回应并记录

下来。
“第一书记为村里带来的宝贵财富之

一，就是点子。”海兴县委常委、办公室主
任、苏基镇党委书记王云龙对记者说，张
巍婷一来就把村口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
改建成了村文体中心。她还带领村民开
辟致富路子，做强特色农产品，把“盐疙
瘩”变成“金疙瘩”。

张常丰村农田是盐碱地、旱地，庄稼
产量低，卖价也低，张巍婷却从中看到了
机会。“村民种植的麦种‘大红王’不浇
水、不打药，口感筋道，天然无污染。”她

带着村民奔赴多地研究改良品种，从北
京请来专家讲课，带领村民做深加工，推
出了石磨小麦面粉、黑麦粉等特色农
产品。

张巍婷一心扑在村里的工作上，最长
两个多月没回过家。她提出“中国好面在
海兴，海兴好面出常丰”的口号，申请注册
了“张常丰”牌商标，还在微商平台上开设

“驻村扶贫书记推荐张常丰农产品”店铺，
在村微信公众号中设立“书记商城”专栏，
为特色农产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目前，

“张常丰”特色农产品品牌效益初显，已累

计销售近10万元。春节期间还掀起销售
小高峰。

回顾“第一书记”生活，张巍婷感
触颇深：“虽然工作很累，也遇到了不
少困难，但是只要咱们有思路就能解
决。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是最幸福的事
儿！”她 信 心 满 满 地 列 出 2019 年 的 计
划，“我们要在村里建个石磨食品加工
企业，把特色产业做深做强，再通过做
大电商平台、对接超市、参加展销会等
方式，拓宽农产品销路，让村民的腰包
鼓起来！”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最幸福
本报记者 杜秀萍

农历春节，湖北省麻城市
乘马岗镇红星社区，一派热闹
祥和气氛。许多农民家门前挂
满了腌肉腌鱼，还有的农民正
在家中炸圆子、做鱼面，准备年
夜饭，一阵阵鲜香萦绕在这个
大别山区的小山村。村前的大
别山旅游公路上，一辆辆小轿
车疾驰而过，载满外出返乡过
年的务工村民……这里便是中
共抗战英烈易良品的家乡。

易良品，1914 年 9 月出生
在湖北省麻城县万义乡（今乘马岗镇）易家畈村。幼年在
本村读私塾，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市第三师范学校。他
思想进步，求知欲强，经常接近进步老师和学生，不久即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经老师王树声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先后在邱家畈、易家畈小学任教。

1928 年，易良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长、排
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因
善于夜战，被称为“夜老虎”。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易良品先后任八
路军第 129 师 386 旅 772 团营长、团长。后到延安抗大
学习，毕业后，到 129师随营学校任校长。1940年 5月，
冀南军区将冀南地区部队主力统一编成 4 个野战旅，易
良品任新 7 旅旅长。他所领导的新 7 旅 3 个主力团，在
华北敌后主战场上，转战各地，顽强拼搏，威震敌胆，屡
立战功，成为冀南平原抗战的主力之一。1941 年 2 月，
冀南军区新组建了第 6 军分区，他兼任分区司令员。
1942 年，敌人反复进行“扫荡”，使我根据地遭受严重的
摧残。他率领新 7 旅 3 个团和直属大队以及骑兵团部
队，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同
年 6 月，新 7 旅与第 6 军分区合并，他任第 6 分区司
令员。

1943年 3月，易良品参加完在冀县刘庄召开的政工
会议后，在枣南县杨庄宿营时被敌人包围，突围时中弹负
伤。3月25日，因伤势恶化牺牲，年仅29岁。

《新华日报》华北版 4 月 12 日报道了易良品牺牲的
不幸消息，并对他的抗日事迹进行了宣传。1949 年 11
月，易良品烈士的忠骨被移葬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2014 年 9 月，易良品被收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
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文/新华社记者 徐海波 （据新华社电）

易良品：创新游击战的“夜老虎”

农历正月初五，大港油田渤海钻探
第三钻井公司 50528 钻井队的石油工
人们正在为钻井二开井控验收工作而
奋 战 。 东 临 渤 海 的 大 港 油 田 始 建 于
1964 年，是我国重要的油气生产基地之
一，全国各地的油气钻探技术人才为祖
国建设纷纷迁徙于此、拼搏奋斗。生长
在这片创业热土的石油儿女，则传承着
前辈们的精神，继续坚守在油气钻探的

一线。渤海钻探第三钻井公司 50528
钻井队，正是在节日坚守岗位的众多石
油人的缩影。

据渤海钻探第三钻井公司 50528 钻
井队党支部书记苑亚涛介绍，全队成员
在节前就实现了完井工作，假日值班期
间为石油上产继续守岗。在 12 年的井
队生活中，苑亚涛多次与同事们共同奋
战在新春佳节的钻探一线，每次都有新

的收获和体验。“井队第一技术员王清的
父亲年前做了手术。我们在讨论春节值
班的人员安排时首先考虑到这个问题，
让他回家与家人团聚，陪着老父亲好好
过年。”苑亚涛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井队
中并非个例。油田战线上每个佳节的岗
位值班调动，既是人性化管理与调度的
工作方法，也寄托着队员们之间的互助
与互爱。

当工作重任与家庭担当难以协调
时，井队内也充满温情。职工盛佳祜的
生日，正好赶在这个春节假期，他坚决
主动坚守一线。队员们悄悄为他定制

“油田特色”的生日蛋糕，并做了长
寿面。

春节假期不能回家，居住的宿舍“小
家”距离平台又较远，大家从热火朝天的
一线轮换下来，在天寒地冻的回程中就有
人受寒生病。在石油人眼中，拼搏战斗的
钻探一线和充满温情的团圆之家，都是自
己所热爱和向往之地。春节假期虽然不
能与家人团聚，但交接工作后回宿舍贴春
联、包饺子、共诉梦想，同样令他们快乐和
满足。

奋 战 在 石 油 一 线
本报记者 覃皓珺

右图 2月11日，江苏省如皋市举行“迎新春 开门红”综合专场招聘会，161家单位

提供5000多个岗位，吸引了近万名求职者到场应聘。据了解，该市春节后将组织24场招

聘会，让返乡人员和应届毕业生有机会实现家门口就业。图为应聘者与招聘单位工作人

员交流岗位情况。 吴树建摄（中经视觉）
下图 2月11日，应聘者在河南省新蔡县春风行动招聘会现场咨询、应征工作岗位。

当日，该县举办春风行动暨脱贫攻坚转移就业现场招聘会，60多家企业现场招聘，帮助返

乡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宋超喜摄影报道

春风行动招聘忙

2 月 11 日，山东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机械作业现场。

春节期间，该港口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高丽阿里”轮作

业中，创出了单机平均效率40.9自然箱/小时的新纪录。

张进刚摄（中经视觉）

福建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探索，一批改革经验和制度成果
在全国交流推广——

把现有重点生态区位内禁止采伐的商品林通过赎买等方式保护起
来，化解生态保护和林农利益之间的矛盾

创新实施地方党政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制，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和全链条、多层次、广覆盖的责任体系

坚持把有利于增强基层和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摆在优先位置，努力以
改革红利造福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