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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吴忠采取有力措施恢复青铜峡库区湿地生态

退耕还湿地，水清飞鸟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在
进入宁夏平原后来了一个急转弯，
开始旖旎前行。河流从上游带下的
泥沙不断沉积，使得冲积平原不断
变广加宽。

“上世纪60年代，随着青铜峡
拦河大坝的建成，奔腾汹涌的黄河
水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大坝上游沉
积，形成了宁夏最大的黄河滩涂湿
地生态系统。”青铜峡库区湿地保护
建设管理局局长陆兴明说。

宽阔的水域，肥沃的河滩，摇
曳的芦苇……“为了能让山水林田
间恢复这片湖草相连的湿地，我们
付出了十几年的努力。”宁夏吴忠市
委书记沈左权说：“抓生态就是抓发
展，发展要靠生态支撑。”

湿地退化 令人扼腕

库区湿地位于黄河上游青铜峡和
中宁县之间，总面积196.99平方公
里，是迄今宁夏最大的一片生态湿
地。库区湿地水面宽阔、水草丰茂、
鱼虾成群，滩涂中有一座方圆50多
平方公里的岛屿，成为鸟类理想的栖
息地。根据当时的粗略调查，库区湿
地有鱼类 30 种以上，鸟类 300 余
种，年容量60多万只，是仅次于青
海湖鸟岛的“西北第二大鸟岛”。

但是，后来的几十年里，人越
来越多，鸟越来越少；耕地越来越
多，湿地越来越少。“由于土地权属
不清、机构不顺等原因，导致湿地
无法得到有效管理和保护。在‘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粗放
发展模式中，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开始，库区湿地遭遇无序
和野蛮的乱垦滥伐，湿地生态环境
遭到了严重破坏。”陆兴明说。

盘点一下，多少村多少户占用
了多少亩湿地？2007年的一份调查
清单一目了然：6 个村近千户，共
计占用12.594万亩湿地。

治理目标很简单——人退鸟
进。可就为这四个字，从吴忠到青

铜峡上上下下折腾了十余年。
问题出在哪儿？“村长当时答应

我，你先带头退，事后政府肯定有
补偿金。”跃进村的种植大户林春，
2007 年带头退出家中占用的 2.4 万
亩湿地。在他的带动下，先后有24
个农户退出近4万亩湿地。

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补偿金
迟迟没有到位。

突破瓶颈 人地和谐

“合法合规、合情合理、深入
细致，稳妥处理库区退耕还湿问
题。”2018年4月3日，自治区党委
主要负责人作出明确指示。

既然承诺，就要兑现。可这么
一笔巨额补偿资金从哪里来？“生态
建设，许多时候要有经济实力做后
盾，地处西北内陆的小城市，资金
投入始终为多年来绕不过去的‘瓶
颈’。”库区管委会副局长马建明说。

自2016年至今，区、市、县三
级政府多方奔走，共争取国家退耕
还湿项目资金7910万元，自治区财
政同时支持1952万元。

资金找到了，补偿标准怎么制
定？整齐划一，按国家相关政策，
每亩补偿300元，每增加2000亩下
降30%。

“我家响应国家退耕还湿政
策，拿到补偿金，心里很高兴！”青
铜峡镇78岁的马玉兰告诉记者。

如今，按新标准所拖欠补偿款
全部兑现。如跃进村、三趟墩村和
新田村，分别获得补偿金 872.5 万
元、199.4万元和39.5万元。

政策兑现换得新人气，新人气
带来好生态。一年多来，不仅涉及
退耕的12万亩湿地全部收回，随着
新增加退耕还湿的群众达到 2000
人以上，地面附着物也全部清理
完毕。

此时，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统一
认识——进行湿地生态恢复和建
设，在黄河沿岸滩涂湿地全面实施

“2018绿盾行动”，重新划定库区湿
地自然保护区红线边界，依法出台
实施一系列措施。第一步是“坚决
收回”，即收回库区自然保护区应退
未退的所有被开发的湿地；第二步
是“坚决禁止”，即禁止保护区核心
区内所有生产经营行为。

美景重现 水清鸟鸣

湖光潋滟、群鸟翔集、芦花飘
荡……如今，在库区湿地，曾经的
人影穿梭、机器轰鸣的乱象早已
不再，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水清鸟
鸣的美景。

库区管理局副局长李卫东告诉记
者，每到节假日，库区湿地周边就停
满大小车辆，摄影爱好者“长枪短
炮”忙个不停。记者看到，库区天空
中数百只沙燕叽叽喳喳，盘旋飞舞，
景象非常壮观，尤其滩地对岸的牛首
山山崖上，依稀可以看见绵延100多
米的沙燕巢。“湿地好不好，关键看
水鸟。现在鸟多了，证明水质好了。
水作为湿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特征
之一，是湿地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
核心载体。水质好了，证明湿地保护
见到了成效。”

人退了，欢悦的何止是鸟？库
区湿地小气候影响林果产业发展。
三趟墩村党支部书记张贤深谙此
理。他说：“三趟墩村与库区湿地是
一个整体，库区环境直接影响村里
林果业的发展。这几年，三趟墩村
的苹果特别受市场欢迎，这就是库
区环境变好的最好证明。”

他 告 诉 记 者 ， 全 村 1.4 万 亩
地，其中苹果地7000亩，苹果收入
占农民收入的近四成。随着库区加
大湿地保护力度，三趟墩村决意抓
住这一发展苹果产业的大好机遇。
去年，三趟墩村退耕还湿 1.05 万
亩，村集体用其中一部分补贴款新
建果品收购冷链项目，解决苹果贮
存和物流问题。眼下，村委会正筹
划与广州一家公司联营，做大三趟
墩村苹果品牌，开拓市场，增加果
农收入，让村民真正享受到保护湿
地的好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
样的话已不再是宣传栏里的标语，
已经成为村民保护生态的一种自觉
行动。”张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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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理想中的桃花源，不仅
要有乡村的山清水秀，也要有城市
的便捷、现代，还要就业、上学、休闲
三不误。记者在江苏省南京市建邺
区的江心洲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
现代都市桃花源。

新加坡·南京生态科技岛项目
位于南京建邺区江心洲。该项目是
由新加坡有关企业与南京合作建设
的一个区域性、综合性大项目。生
态科技岛管委会负责人说，生态科
技岛紧扣生态、科技主题，借鉴新加
坡花园城市建设经验，建设以高科
技、智慧型产业为引领，产业和居住
融为一体，宜居宜业宜发展的活力
城区。

踏上江心洲，就像走进了岛上森
林。建设规划保留了原有的沿江湿

地、林荫路、池杉林，内外水系贯通全
岛，300多万平方米的环岛滨江风光
带连接五大城市发展组团和岛内多
座生态主题公园，景观公园面积约5
平方公里，全岛绿化覆盖率近70%。

水网、绿网、慢行、车行网络“四
网”有机叠加，使生态科技岛形成

“岛城绿链”城市格局。江心洲四面
环水，对水生态的保护和治理显得
尤为重要。规划馆内，一只逼真的
机器天鹅引人注目。生态科技岛开
发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吴凡介绍，
机器天鹅的体内设置了水体评估传
感器，可对水质进行智能监测。

岛上用生态护坡等措施防止洪
涝灾害，加强对初期雨水的净化处
理；用透水铺装和低于周围地面的
下沉式绿地等技术，提高道路对雨

水的渗滞能力……覆盖全岛的海绵
城市专项规划，将实现“大雨不内
涝、小雨不积水、热岛有缓解”。

吴凡说，生态科技岛还引入了赛
莱默智慧水务平台、胜科国际水务中
心、国际水生态创新中心等一系列水
科技企业，以科技的力量来推动岛内
水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江心洲建设区内，100%为绿色
建筑；全岛所有产业都是绿色经济
产业。围绕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和
社会和谐相互交融的国际化示范社
区发展定位，不断创新产业导入路
径，全力构筑以生态科技、知识创新
为核心的“信息科技”和“水科学”主
导产业格局。

2014 年以来，岛上拆迁安置房
和新开发商品房陆续交付，入住人
口已近 2 万人。经过重新规划提升
的江心洲已由过去的农业小镇变为
生态人居洲岛。漫步居民小区，记
者看到，分类垃圾箱很醒目，部分小
区还增设了“垃圾分类积分智能
机”。据了解，江心洲街道还进行了
垃圾分类的探索和试点，通过多方
宣传发动和行之有效的创新做法，
使岛上的垃圾分类实现了高标准全
覆盖。

南京建邺区打造“现代都市桃花源”

生态岛插上科技翅膀
本报记者 李予阳

经过综合治理和保护，青铜峡库区湿地恢复了水清鸟鸣的美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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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长江三峡库区的重庆
市奉节县白帝镇九盘村，漫山遍野
的橙子树上挂满果子。果园主人
王祖国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晚熟
脐橙让他收入 200 万元。“能想象
吗？我种植脐橙的地方，过去曾是
寸草不生的煤矿基地。”

奉节曾是全国有名的“煤城”，
是全国产煤“百强县”。煤炭产业
一度贡献过全县一半的 GDP 和五
分之三的财政收入。奉节县委书
记杨树海告诉记者，发展煤炭产业
虽能带来短期经济利益，但把山挖
垮了，水挖断了，树挖死了，账算下
来得不偿失。奉节县因此决定将
39个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
坚定不移弃“煤”启“美”。

大树镇曾经是奉节县的产煤
大镇，一些地区和山体曾经满目疮
痍。近年来，该镇加大对矿山和地
质灾害创面生态复绿治理力度，全
镇实施退耕还林 2 万亩，管护天然
生态林近 13 万亩。对部分适合发
展经济林的矿区，积极引导群众因
地制宜发展脐橙、脆李等林果业，
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奉节，像大树镇一样弃煤
发展的地方比比皆是：或弃煤还
绿，变矿区为林区；或弃煤种果，变
矿区为园区；或弃煤转旅，变矿区
为景区。”奉节县政府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通过推进煤矿企业停产
转产，促进奉节走上了“黑色”发展
转向绿色发展之路。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
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
奉节县以“三带”经济林结构为支

撑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依托自身独
特的地理气候特征，加快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形成了低山发展脐橙、
中山发展油橄榄、高山发展中药材
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高中低“三
带”经济林，既考虑了经济利益，有
利于靠山吃山；又兼顾生态功能，
有利于“养”山吃山。

目前，奉节县已发展脐橙33万
亩，油橄榄 13 万亩，中药材 10 万
亩，形成 187 个农业品牌。其中，

“ 奉 节 脐 橙 ”国 内 驰 名 ，被 评 为
“2017年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品牌价值超过180亿元。奉
节县林业局张占全说，立足“三带”
经济林，奉节还培育引进了农产品
深加工企业，推进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不断延长。其中，全县红杉醇、
紫杉醇提取等项目已投产；投资 3
亿元的脐橙深加工、投资 1.4 亿元
的油橄榄深加工、年处理 2 万吨的
中药材加工等项目已启动实施。
农产品精深加工正成为奉节新的
经济增长点。

一直以来，凭借长江三峡雄奇
壮美的自然风光，奉节吸引了无数
文人雅士驻足流连，成为长江流域
历史文化的富集之地。奉节县立
足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以大生
态、大文化引领大旅游，努力打造
长江三峡第一旅游目的地。

杨树海说，奉节要坚持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新路。“最终将奉节打造成为
长江经济带上的绿色生态强县和
区域性功能中心。”

重庆奉节推进煤矿企业停产转产

弃“煤”启“美”
本报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近日，新疆塔里木河湿地引来了天鹅、野鸭、海鸥、白鹭等十几种野生水
禽和候鸟栖息。自2001年起，国家加大投资,对新疆塔里木河流域进行综合
治理，多次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塔里木河两岸湿地和植被面
积逐渐恢复，为水鸟提供了原生态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塔里木
河湿地迁徙过冬。 确·胡热摄（中经视觉）

江心洲居民小区里的垃圾分类宣
传牌。 本报记者 李予阳摄

青铜峡库区湿地被誉为仅次于青海湖鸟岛的“西北第二大鸟岛”。
（资料图片）

候鸟天堂

河南修武

走上绿色种植路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岳 静

种粮大户袁小全是村里的“明
星”，到他地里参观学习的人一茬
接一茬。“其实，他们关注的不是
我，是我田里的‘苗宝宝’。”

跟随袁小全的脚步，美景逐渐
在眼前显现：无尽的稻田碧波荡
漾，24 米一垄的条田整齐划一，数
千只白鹭时而在稻田上空舒展身
姿飞翔，时而钻进稻田中穿梭捕
食，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
态农耕画卷。

五里源曾经叫“五里泉”，周边
有很多泉眼。上世纪70年代后期，
泉眼逐渐消失，村民不得不改种小
麦、玉米，稻田消失了，但村民们记
忆中“小桥流水稻花香”的场景成
为一种难以抹去的情结。

去年，随着大沙河整治，成吨
的淤泥被冲刷，干涸已久的大沙河
重获生机。瞅准时机，袁小全大胆
种 植 了 600 亩 优 质 富 硒 水 稻 。
2018年底，他成功拿到了国家权威
部门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报告

显示该地土壤、大气、灌溉水等 25
项检测全部合格，产出的稻米无毒
素、无农药残留、无重金属物，符合
国家绿色健康食品标准。其中，抗
氧化剂硒元素含量高达27微克，是
名副其实的“富硒”稻米。

在袁小全的精心培育下，去年
的富硒水稻亩产达1200斤至1300
斤，一季稻的收入抵得上两季玉米
的收入。今年，袁小全扩大了种植
规模，由600亩扩大到1000亩。

“规模扩大了，品质一点也不
能含糊。”袁小全说，在水稻种植过
程中利用微生物发酵的传统有机
肥和光碳核肥做水稻主要肥料，在
平整土地时撒入有益菌种，不仅抑
制有害菌群，还能遏制杂草生长；
后期再鸭稻混养，达到疏松土壤、
浑水肥田的效果。

“下一步，我们要利用技术优
势和生态优势，大力发展富硒玉
米、富硒大豆等，带领更多农户走
上绿色种植之路。”袁小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