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重庆市潼南区推进以涪江两岸为主轴的城市有机更新，打造沿
江步道和湿地公园系统，加快推进公园、亲水步道等建设。如今，潼南大小公
园内的绿道已成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图为恢复重建后的重庆潼南涪江
国家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李 扬摄

涪江岸边绿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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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留坝县构建绿色产业发展新格局

生态牌带来美又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雷 婷

在绿茵浓密、花香四溢的山坳
中，陕西省留坝县留侯镇桃园铺村的
养蜂人靳国治夫妇进入了最为繁忙
的蜜蜂分箱环节。“秦岭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在这里养殖土蜂，不仅蜂
群繁殖快，几乎一年就能增加一倍，
出售一箱能有800元左右的收益；土
蜂蜜质量也好，每斤至少能卖40 元
以上。”靳国治告诉记者。

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带来收入稳
定增加。依托优美的生态环境，留坝
县已经形成了“四养一林一游”的绿
色产业发展新格局，形成以生态蜂
蜜、生态土鸡等为代表的短线产业、
以林下中药材种植等为代表的中线
产业、以全域旅游为代表的长线产业
协调发展的大好局面，农民人均收入
7年内翻了一番。

保护生态要定力

地处秦岭深处的留坝县有着
1970 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里属于
大秦岭生态保护限制开发区，也是南
水北调工程的重要水源地，因此，要

“金山”还是要“青山”一度成为困扰
当地经济发展的难题。

但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提出和逐渐深入人心，留
坝县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生态环境
的重要性。“青山绿水是我们的底色，
只有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带来金山
银山。”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说。

留坝县境内的紫柏山风景秀丽，
是与华山、骊山齐名的陕西名山。“海
拔2200米以上是亚高山草甸，风力
强劲，是发展风电产业的好地方。”据
紫柏山景区管委会主任刘亮介绍，前
些年，风电产业作为国家支持产业快
速崛起，有投资者看中紫柏山的风力

资源，想要投资 10 亿元建设紫柏山
风力发电项目。

10亿元投资，对一个当年地区生
产总值只有8.78亿元的贫困县来说，
可以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少人主
张应该赶紧接纳。而当时的县委、县
政府却没有简单做出决定，而是将有
意向投资者的环境评估报告放到了全
县人代会上进行讨论。当代表们得知
要在紫柏山主景区每一个山包上竖一
个风机，每个风机都要开挖一个能装
下混凝土基座的大坑，还要在紫柏山
顶修一条宽8米的路，将风机整体运
送上山，需砍伐大量树木时，激烈争辩
的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紫柏山
脆弱的生态环境根本经不起折腾！不
管能给县里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也
坚决不能做！”

同时，留坝县坚决关停了上百家
淘金、采沙等矿山开采企业，并全面
开展了全域还林还绿活动，使得留坝
县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森林覆盖率达
90.8%，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达 350
天，县境内 18 条主要河流出境水质
稳定达标。由于各项指标位居西北
地区前列，留坝县连续 3 年荣登“全
国百佳深呼吸小城榜”。

改善生态要活力

在马道镇沙坝村，村党支部书记
余海兵告诉记者，过去村里经济落
后、环境差，农户房前屋后到处是垃
圾。这些年，县里搞美丽乡村建设，
还让村民参加合作社，就近在园区打
工。“2018 年，仅香菇产业园就累计
给社员分红22万元。”余海兵说。

实施土地集约经营，利用林木资
源发展优势产业，是留坝县推进生态
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抓手。

“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处理不
好是矛盾体，处理好了就是统一体。”
留坝县县长马宏伟说，“留坝是一个
山区县，林多地少。我们设计了推进
生态、生产、生活三者互促互动的发
展思路：人口适度集中，土地集约经
营，发展优势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按照这一思路，留坝县建成各类
产业基地128个，实施村级产业扶贫
项目260个，使得80%以上的农户进
入产业链，形成了镇镇有产业基地、
村村有特色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的
产业发展格局。

“这里生态环境好，早晚温差大，
很适合鲜花的反季节生长。”在富翔
农技公司的温室大棚里，记者见到了
公司负责人张杰。张杰说，自己就是
看中了留坝县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
于 2016 年 11 月投资 1200 万元，流
转土地50亩，搞起了高山花卉、中药
材及生态观光农业项目。2018 年，
公司总收入300余万元，带动了附近
9个村148户408人增收。

通过生产、生态、生活互动推进，
留坝县农业经济活力迸发，截至
2018 年末，全县带动发展代料食用
菌768 万筒、椴木香菇1.57 万架；新
发展土鸡8.5万只、中蜂3.2万箱、生
猪1.1万头、中药材8095亩，建成板
栗采穗圃 640 亩、高产园 2200 亩
……其中西洋参被列入国家药食同
源目录，“留坝香菇”成功注册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县农民人均收
入达9806元，比2017年增长9.7%。

变现生态要毅力

“这里环境极美，负氧离子高出
城市几倍甚至几十倍。到这里住农
家院落，吃个性美食，呼吸新鲜空气，

实在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们一家每
年都要来这里住上几天。”带着一家
老小到留坝县火烧店镇旅游的西安
市民秦源说。

火烧店镇党委书记郭绵说：“以
前动员村民开农家宾馆、办农家乐，
没人愿意，就想着种自家的一亩三分
地。现在，看到游客越来越多，不少
村民都办起了农家乐。”

据郭绵介绍，自2012年开始，火
烧店镇全力发展以旅游业为突破口
的生态产业，一方面坚持以“田园风
光，休闲生活，养老家园”为理念，创
建了稻草人主题公园、农耕文化体验
园、板栗采摘园等。另一方面引导农
民结合陕南移民搬迁发展民宿。去
年，全镇共接待游客21.6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3100多万元，占到了全
镇产业总收入的一半。

火烧店镇的实践也是留坝县生
态发展思路的具体体现。通过依托

“天然氧吧”“绿色宝库”及两汉三国
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留坝县以张良
庙、紫柏山、栈道漂流三大旅游品牌
为龙头，大力推进生态旅游，7 年时
间累计投入9亿多元，建成旅游重点
项目 223 个。其中省级特色旅游名
镇 4 个、省级休闲旅游示范村 7 个，
并打造了格桑花海、农耕文化体验
园等休闲农业观光点25处。他们还
通过分类指导，将全县 75 个行政村
中的 15 个中心村打造为景区景点、
29 个重点村建成景观节点，并对31
个普通村进行全面提升，投入近3亿
元资金协调推进环境整治与全域旅
游产业发展，使全县全域旅游氛围越
来越浓。2018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343.67 万人次，相当于全县总人口
的73倍，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55亿
元，分别增长22.63%和35.66%。

依托优美的生态环

境，陕西省留坝县大力构

建生态、生产、生活互促互

动的绿色产业发展新格

局，形成了短线产业、中线

产业、长线产业协调发展

的大好局面，农民人均收

入大大增长，被生态环境

部确定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陕西省留坝县把具有300年历史的留坝老街恢复建设成一条古香古色的旅游街区，为游客打造出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这里环境好，住着很舒服，每年
我都要到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常来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赐福湖度假的
游客彭旋风说。

赐福湖只是广西巴马县诸多生
态旅游景点之一。巴马县依托“世界
长寿之乡”的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旅
游、康养等生态型产业，当地涌现出
一批以健康养生为名片、以生态旅游
为招牌的休闲度假好去处。

巴马镇赐福村坡类屯是岩滩库
区移民新村，过去村民主要以渔业为
主，在赐福湖湖面建网箱养鱼，收入
并不高，还对湖水生态和湖面景观产
生了不良影响。在党委、政府的引导
下，村民开始“退渔还湖”，实施“人畜
分离”和污水处理等工程，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业。如今这里已逐步成为
集休闲、养生、旅游于一体的库区移
民特色新村。优美的生态环境让慕
名而来的游客日益增多，大幅提高了
村民的收入。

村民陈有收是当地第一个吃上
“旅游饭”的人。“我家开设了农家旅

馆，按每月每个房间500元计算，一
年就有4.5万到5万元的收入。”陈有
收说。

为了保护好盘阳河流域的生态

环境，巴马县制定了盘阳河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总投资1500万元的
盘阳河流域农村环境连片整洁项目
全面实施，把重点景区和村屯保洁纳

入市政管理范畴，从根本上解决了生
活垃圾直排盘阳河的问题。

良好的生态环境让巴马的旅游
业健康持续发展，坡纳屯、敢烟屯等
一批乡村生态旅游点形成，景区周边
70%以上的村民开办了农家旅馆，大
小旅馆达 400 多家，床位总数达
6000多张。2018年，巴马共接待国
内外游客650多万人次，实现社会旅
游总消费65亿元。

巴马还将扶贫产业与生态型农
业融合起来，通过实施“5+2”“3+1”
主导产业培植工作，扶持建设一批贫
困人口参与度高的农业基地，覆盖全
县1.4万多户贫困户，培育农民专业
合作社385家，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
带头人172人。

此外，巴马发展以“三产融合”为
特征的大健康产业，推动巴马旅游产
业从单一的景点观光向康养生态产
业转变。

随着广西大健康产业龙头基地
落户巴马，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
建设、深圳巴马大健康合作特别试验
区建设不断深入推进。

深圳巴马大健康合作特别试验
区是粤桂两省区扶贫协作的“窗
口”。该试验区以大健康为主题，围
绕健康食品、健康服务、健康科技 3
个核心业态，着重发展天然饮用水、
健康医养、生物科技、特色医药等 7
大产业。该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签
署框架协议，仅一年多时间就引进了
56 个生态产业项目，总投资 620 亿
元，目前已完成投资62.5亿元。

广西巴马县

产业贴上绿标签
本报记者 周骁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广西巴马长寿岛码头景区。 凌吉荣摄（中经视觉）

牛粪变为“金疙瘩”

本报记者 许 凌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吴舒睿

“过去圈里满是牛粪，臭味儿特
别大，现在好了，不仅不用为除臭发
愁，牛粪还能赚钱！”宁夏泾源县泾
河镇龙潭村村民冶中堂说。

冶中堂告诉记者，自从他家养
了牛，牛粪就成了他的“心病”。过
去，他因贫穷过不上好日子而犯愁；
如今，日子红火了，可牛粪带来了环
保问题，影响了人居环境，他又开始
犯愁。

龙潭村自然资源丰富，耕地面
积广阔，近几年养殖业发展良好。

“村里有肉牛养殖户193户，其中养
殖大户29户，牛存栏2103头，基础
母牛298头，年肉牛流通量达5104
头。”龙潭村村主任冶义哈说。

养牛富了农民口袋的同时，也
带来了烦恼：牛粪、羊粪等粪污逐年
增多，给乡村卫生与美丽乡村建设
带来巨大挑战。

牛粪如何处理，不仅是冶中堂
的心病，也是龙潭村 193 户养殖户
的心病，更是龙潭村村两委的心
病。如何让粪污发挥“余热”？

经过相关专家反复论证，泾源
县决定实施牛床垫料粪污处理工
程，即将木屑与牛粪在牛床经过发
酵形成有机肥初级原料。

第一步，原料从何而来？“垫料
的主要原料是木屑，我们就地取
材。”冶义哈说，泾源县在危房改造
过程中，老百姓建了新房、拆了旧

房。旧房子的废旧木料很难处理。
于是全县在每个乡镇建设了一个木
屑加工车间，将废弃的苗木、枯树枝
和土坯房拆除的废旧木料回收加工
成木屑，为垫料工程提供生产原料。

第二步是牛床改造。龙潭村养
殖户按照标准对原牛舍牛床进行开
挖改造，放入木屑作垫料，通过牛只
运动使垫料与粪污充分混合发酵，
形成有机肥加工的初级原料。

第三步，半年后将初级原料回
收进行二次发酵，加工成有机肥。
据粗略估算，到2019 年年底，全县
将完成3000户养殖户牛床改造任
务，涉及34个养殖示范村。

泾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马津垠
算了一笔账：原木材一吨能换 900
公斤木屑，需支付130元/吨的加工
费；木屑销售价格为每吨 600 元。
如果每户养殖 5 头牛，则需要垫料
40平方米。按1吨垫料铺设5平方
米、每吨垫料成本600元计算，每户
圈舍成本为4800元，而养殖户有机
肥初级原料的销售收入可达到
6000元左右，每户每年仅出售初级
原料纯利润就在1000元以上。

“木屑+牛粪发酵—有机肥—
反哺林草业是一条因地制宜的产业
链，不仅净化了人居环境，还降低了
养殖成本，增加了农畜产业附加值，
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牛粪成了
不折不扣的‘金疙瘩’。”马津垠说。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云
计算、5G 时代的到来，承担互联网
数据储存与处理功能的数据中心越
建越多。海量数据的产生，让数据
中心的能耗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报告预测，2018 年至 2025
年，我国数据总量将以30%的年平
均增长速度增长。预计到2025年，
我国的数据总量将占全球数据总量
的 27.8%，位居世界第一。而海量
数据大部分都将储存在“云端”——
数据中心内。

需求的扩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
发展。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数
据中心产业规模已经达到 1228 亿
元，预计到2020 年将超过2000 亿
元。除了蓬勃发展的传统互联网业
务以外，近年兴起的传统行业数字
化转型、产业互联网也将为数据中
心创造广阔的市场需求。

但是，数据中心的高能耗却让
不少城市有点“吃不消”。中国电子
节能技术协会数据中心节能技术委
员会秘书长吕天文曾表示，2016年
中国数据中心总耗电量超过 1200
亿千瓦时，这个数字超过了三峡大
坝 2016 年 全 年 的 总 发 电 量（约
1000亿千瓦时）。

为控制不断投建的数据中心能
耗，近年来，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发
布了众多政策文件。2019 年 2 月
份，《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
指导意见》提出，加快高能耗设备淘
汰，建立健全绿色数据中心标准评
价体系和能源资源监管体系。并明

确到2022年，数据中心平均能耗基
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新建大型、超
大型数据中心的PUE（电能使用效
率值）达到1.4以下，高能耗老旧设
备基本淘汰。

按照政策要求，各地都对PUE
值较低的数据中心出台了优惠、支
持政策。

“行业内在用的很多数据中心
使用效率值都超过1.6，即使勉强达
到1.4，整体耗电量依然不低，如果
规模大了，能源消耗将十分惊人。”
国际数据公司中国企业级研究部研
究经理索引表示，“不仅是互联网企
业，整个社会如果不降低对云端等
数据的访问需求量，那就必须降低
数据中心的能耗。从长远来看，‘绿
色计算’必将是趋势，不符合‘绿色
计算’趋势的互联网企业以及数据
中心建设企业，今后有被‘洗牌’的
可能。”

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先行布局，
在数据中心的低能耗技术上发
力。“传统数据中心超过一半的耗能
都用在冷却方面。要降低PUE值，
降低冷却耗能是关键，而冷却设备
的耗能主要在风扇、冷冻机、压缩机
上。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浸没式
相变液冷技术’，可以把整体系统
PUE 降至 1.05 以下。”曙光节能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继盛说，“数据
中心的绿色化是必然趋势，但是由
于数据中心建设的周期性，以及使
用企业的需求不同，相关技术的快
速普及还需要时间。”

“绿色计算”成趋势
本报记者 袁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