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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河道护生态

江西省上栗县目前有河（库）长共计162名，他们活跃在全县21条河流、
640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上，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图为上栗县上栗镇河道
保洁员在对辖区内河段进行日常保洁。

陈 刚摄（中经视觉）

河北平泉市深挖特色产业潜力

山杏带来美与富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姚桂珍

初夏时节，地处河北北缘的塞外
山中小城平泉市山山披绿。在该市
杨树岭镇水泉沟村的一道山梁上，
68岁的村民张勤告诉记者：“这片山
杏长势不错，收益肯定也好。现在，
大扁杏核每斤能卖6元，普通杏核每
斤能卖3元。”

张勤告诉记者，从2006年起，他
以每年200元的总价，从村集体承包
了 16 亩山场发展山杏，每年卖杏核
收入就有5000余元。2016年，平泉
市林业部门免费为他嫁接大扁杏15
亩，每年收入增加至1万多元。10多
年来，一株株山杏让张勤老两口的日
子过得有声有色。

张勤一家靠山杏致富仅仅是平泉
市山杏产业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
该市已经在全域荒山上发展山杏种植
70万亩，不仅在三北防风一线建成了
一道生态屏障，同时年产杏仁 3000
吨，形成了杏仁粉、杏仁油、活性炭等
产业体系，年收益达到9.5亿元。

种植：改善环境

平泉市地处燕山山脉深处，有着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特征。这
里天气冷凉，土地瘠薄，开展山场绿
化，一般树种极难成活。经过多年实
践，当地村民发现，山杏这种耐旱、抗
寒、耐瘠薄、适应性强、易管理且有固
沙保土、涵养水源、美化环境作用的
优良树种非常适合这里。根据测算，
每营造 10 万亩成林山杏，每年可减
少土壤流失 30 万吨，生态效益非常
显著。而与此同时，山杏又是经济
林，通过深度开发可以达到强市富民
的目的。

研究山杏多年的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王建中认为，山杏林不是一般
的防护林或者经济林，而是以生态
环境建设为主旨，同时又强调经济
效益的“生态经济林”。“重要的是，
山杏投资小、好栽培、易管理，2 至 3
年就结果，4至5年即丰产。种山杏
不失为我国北方高寒地区改善生态

环境、致富百姓的一条好路子。”王
建中说。

出于这样的认识，2000年，平泉
市就将山杏列为 5 大农业主导产业
之一，出台了《深化山杏林产权制度
改革实施意见》，并借助三北防护林、
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林业重
点工程实施契机，围绕山杏产业发展
精准发力。

平泉把林权制度改革与退耕还
林、荒山绿化等政策“打捆”使用，最
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群众种植山杏的
积极性。特别是国家启动治沙和退
耕还林工程以来，他们在浅山缓坡上
新栽山杏 25.2 万亩，占退耕还林总
面积的37%。

开展荒坡植树最积极的是水泉
沟村。水泉沟村绝大多数山场是石
质阳坡，全村村民苦战10年，硬是在
这块不毛之地上开垦出了 3000 余
亩山杏林，相当于人均拥有3亩山杏
林。据统计，平泉市山杏种植面积以
每年5万到8万亩的面积增加，截至
目前，全市山杏总种植面积已经达
70 多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7%、林

地面积的14%，相当于全市人口人均
拥有1.5亩山杏林。

加工：效益倍增

“山杏种植之所以取得突出效
益，很大程度上在于处理好了‘环境
要绿、农民要利’的关系。”平泉市委
书记董正国说。

平泉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副书
记张春生表示，让山杏产业成为农民
群众的摇钱树，提质增效是必须抓好
的一件大事。“从2009年开始，我们
就与北京林业大学建立了深度协作
关系。将县城黄金地段的地块提供
给他们建设北方科研基地，另外还提
供327亩苗圃试验用地，研究山杏高
产改良技术。目前基地已经选育了
10 来个山杏品种，试验成功后将第
一时间在平泉推广。”

在平泉市的亚欧果仁有限公司
里，一辆辆载满杏产品的货车整装待
发。董事长薛尽禄说：“我们公司开
发的杏仁产品，年交易量达4万吨，占
全国交易量的50％，不仅销往10多

个省市，还销往港澳台地区，出口美
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

在整个平泉，从事山杏产业的企
业达 66 家，另有从事相关活性炭企
业 51 家，年产活性炭 6 万吨。山杏
产业链带动全市 19 个乡镇 7.5 万人
就业。

“平泉的山杏产业能否保持持续
发展动力，既要关注种植面积和种植
效益问题，还要关注精深加工和销售
出口问题。只有将二者有机统一起
来，才能将山杏产业做大做强。”平泉
市市长曹佐金说，山杏有广阔的开发
前景，其中杏仁可以制成杏仁粉、杏
仁露、杏仁油，杏壳可以用于制作活
性炭，还可以开发活性炭工艺品，杏
肉可以制作果脯，山杏叶可以提取医
药和保健产品原料，树干和树枝可以
用于加工高密度板。围绕将山杏“吃
干榨净”，平泉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使
山杏产业走上了“山杏—杏核—杏壳

（杏仁）—活性炭（杏仁露）—工艺品”
的精深加工之路。

“为促进山杏产业走向纵深，我
们与南京林业大学张齐生院士合作
建立了华净活性炭院士工作站，通过
科研与实践相结合，打造出一条‘山
杏栽植—市场加工—杏壳活化成炭、
杏仁压榨成油、木醋液加工成有机药
肥、生产热能发电’全价值产业链
条。”承德华净活性炭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立军介绍，目前，公司已开发出
20余种杏仁深加工产品，还通过科技
创新在杏壳处理中开发出活性炭生
产与余热发电、提取生物液体肥三者
兼得的生产工艺，并安装发电机组5
台。“目前，公司年处理杏壳6万吨，生
产活性炭1.2万吨，发电5000万千瓦
时，提取生物质液体肥2万吨。其中
仅废物发电一项，每年就可创造价值
200余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在扩大规模和
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争取在‘十三
五’时期末，将山杏种植规模扩大一
成、产业效益增长三到五成。”曹佐
金说。

2006年，河北省平泉

市开始大量种植适合本地

地理和气候条件的生态经

济树种山杏，不仅改善了

环境，还发展出一个涵盖

杏仁粉、杏仁油、活性炭等

在内的山杏产业体系，年

收益达9.5亿元，达到了强

市富民的目的

当前，绿色技术创新正成为全
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竞争的重
要新兴领域。伴随着我国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立健全，绿
色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绿色发展的重
要动力，成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

绿色技术，是指降低消耗、减少
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
技术，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
洁能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城乡绿色
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等领域，涵盖产
品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利用等环
节的技术。

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

《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
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绿色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既包括前端的研究开发，
也包括后端的市场化应用。市场导
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能
够对整个创新链条上的资源进行优
化配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
发展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杨超表
示，从后端的市场化应用看，市场导
向的绿色基础创新体系可以充分发
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的积极性，
弥补政府在方案选择和技术推广等
方面的局限，从而能够调节和选择
更经济的绿色技术；从前端的研究
开发来看，市场导向能够吸引更多
创新资源的投入，弥补政府在研发
资金等方面的不足。

杨超表示，我国近年来一直关
注和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在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
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都与绿色
技术密切相关。在政策支持下，我
国绿色技术创新进步显著。“十二
五”期间，我国通过节能减排科技专
项行动取得了烟气脱硫脱硝等一批
关键技术的突破。

在具体举措上，《意见》强调强化
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研
究制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认定标准
规范，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认定。
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十百千”行动，培

育10个年产值超过500亿元的绿色
技术创新龙头企业，支持100家企业
创建国家绿色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1000家绿色技术创新企业。

“在近几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激励明显强化的背景下，从事绿色
技术相关研发的研究人员由于成果
市场化价值相对较低，在转移转化
中得到的激励也相对较弱。”杨超
说。《意见》强化了对绿色技术转移
转化的激励，尤其是“高校、科研院
所科研人员依法取得的绿色技术创
新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受本单位
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纳入绩效工
资总量核定基数”，直接打破了研究
人员激励的重要限制。

《意见》还提出，加强绿色技术
创新方向引导，建立健全政府绿色
采购制度。“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果具
有较强的外部性，具有能耗低、污染
低等特点，但往往价格也较其他产
品高一些。政府采购可以有效扩大
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从而为
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最终有利于
整个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杨
超说。

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示范应用方面，《意见》提出，建立健
全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市场交易体
系，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
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转移转化综
合示范。此外，还要从强化绿色技
术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加强绿色
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推进全社会绿
色技术创新，进一步优化绿色技术
创新环境。

根据《意见》，到 2022 年，将基
本建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
系。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得
到强化，出现一批龙头骨干企业，

“产学研金介”深度融合、协同高效；
绿色技术创新引导机制更加完善，
绿色技术市场繁荣，人才、资金、知
识等各类要素资源向绿色技术创新
领域有效集聚、高效利用，要素价值
得到充分体现；绿色技术创新综合
示范区、绿色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创
新中心等形成系统布局，高效运行，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充分转化应
用；绿色技术创新的法治、政策、融
资环境充分优化，国际合作务实深
入，创新基础能力显著增强。

两部门印发《意见》

构建市场导向的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本报记者 熊 丽

每到春季，山东青岛莱西市就变
成一个“花花世界”，成为人们远足踏
青的热门之地。从花期开始即举办
各种赏花节庆活动，如日庄梨花节、
南墅槐花节、望城桃花节等，吸引游
客前来赏花观景，“赏花经济”效益
明显。

近两年，莱西市望城街道西韩家
屯村先后举办过“馨浩果园桃花
节”“万润丰梨花节”。赏花节期间，
这个仅有约100户村民的村子，短短
几天就迎来上万游客，让村民们切实
感受到了“赏花经济”带来的“红
利”。“以前，我们只顾着卖果子，有时
会经营采摘游。如今发展‘赏花经
济’，从果树开花，村里就开始热闹起
来，没想到反响这么好。”馨浩果园负
责人吴明杰表示，去年的桃花节直接
带动了果园下半年甜脆、黄蜜等7个

桃子品种畅销。“很多到果园赏过桃
花的人，都想尝尝这里桃子的味道，
这其中还包含了一些客商。去年，一
位来自威海的客商看中了我们果园
里的桃子，当天就要求先进1万斤黄
蜜，后来又将各个采摘期的桃子全部

预订一空。”
西韩家屯村于2011年、2013年

先后引进了青岛万润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和青岛馨浩果蔬有限公司，种
植梨树、桃树共计800余亩，发展起

“果园+旅游”产业，壮大村庄集体经

济，为村民在家门口开拓了致富新渠
道，使村民增加年收入近200万元。

莱西市日庄镇堤上村有村民228
户，几乎家家种梨，全村共计有梨园
1100多亩。堤上村果业合作社组织
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收购，并提
供免费培训，推广种植管理新技术。
合作社经济提高了村民生产的专业
化水平，与2016年的每亩收益1万元
相比，近两年每亩能增收近5000元。

“今年 4 月，镇上举办了第五届
梨花节。”堤上村党支部书记李成春
说，以梨花为媒，“梨花节”给当地果
农带来了许多商机。“我们种出来的
梨，果皮薄、果肉脆、糖度高，种植过
程保证无公害。”趁着梨花节，果农们
大力宣传，现场就签约大梨收购订单
3万多吨。

“今年的梨花节，我们还设置了莱
西特产展销区、非遗文化展示区、特色
小吃区、摄影展区等多个模块，还准备
了艺术表演等节目，增加了参观体验
项目，让梨花节的内涵更加丰富。”日
庄镇梨花节筹备人员介绍，梨花旺盛
期只有一周左右，不能只停留在赏花
本身，还要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丰富和
提升赏花游产品的内涵，只有这样，才
能形成持久的生命力，延长消费链，促
进旅游业持续平稳发展。

青岛莱西大力发展“赏花经济”

以花为媒兴产业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徐亚晓

初夏时节，河北省平泉市漫山遍野的山杏结满了果实。 张建伟摄（中经视觉）

平泉市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图为华净活性炭有
限公司杏仁油生产车间。 李平文摄（中经视觉）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关于构建市场导向

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绿色技术创新

“十百千”行动，培育10个年产值超过500亿元的绿色技术创

新龙头企业，支持100家企业创建国家绿色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1000家绿色技术创新企业

桃花节期间，
游客在桃花林里
赏花拍照。

徐亚晓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