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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丽江创新制度、严格措施

发展促保护 保护促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 松

紧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
体，近年来丽江市把自身的发展放到
全省、全国的大局中，强化对重要生
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开
展实施一系列以防治污染改善生态
环境、以修复生态扩大环境容量、以
环境保护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
内容的重大实践。

推进环保督察整改

丽江市拉市海高原湿地波光潋
滟、碧波如洗，站在岸边远眺，成群候
鸟戏水觅食，与青山碧水相互映衬，
构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画卷。

然而，过去的拉市海，岸边马场、
客栈拥挤不堪；水中各种戏水项目搅
浑了碧水……

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开展以来，丽江生态环境“大体检”暴
露出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拉市
海就在其中。

“那不是拉市海原本的样子。”
丽江市拉市海景区管理局常务副局
长、拉市镇党委书记李江涛说，拉市
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作为
1998 年云南省批准建立的第一个
以湿地命名的自然保护区，2004 年
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其生
态服务功能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无
可取代，然而无序的旅游发展虽然
富了当地百姓，却严重威胁到拉市
海的生态环境。

2018 年 10 月 8 日起，丽江全面
取缔拉市海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季
节性核心区的旅游活动，全面禁止拉
市海水上旅游活动，收缴船只及附属
设施 1.3 万件；规范骑马旅游活动，
取缔马场36个；坚决拆除违章建筑，
累计拆除核心区和季节性核心区违
章建筑9万多平方米。

“经过整治，水变清了，候鸟又飞
回来了。”李江涛说，数据显示，保护
区鸟类由1997年的57个种类2.5万
只增加到 2019 年的 235 个种类 12
万余只。

截至目前，丽江市已经完成整改
中央环保督查组反馈问题 22 项，剩

余5项任务正在有序推进。

保护环境成为自觉

乘坐缆车登上海拔3100米的老
君山国家公园，只见原始森林绵延起
伏，丹霞地貌层错交替……这里地处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黎明傈僳
族乡，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
核心区，森林覆盖率达90%，生物多
样性丰富。

“小时候河里到处都是鱼，可后
来树越砍越少，环境越来越差，村里
吃水都困难！”黎明乡黎光村党总支
书记蜂金龙说。

黎光村有1300 多名村民，坐吃
山空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尽管各级
各部门加大了对老君山森林资源的
执法保护力度，可是长期在温饱线上
徘徊的村民还是会打山林的算盘。

“环境保护不能让大家饿肚子。”
蜂金龙表示，要让村民们保护好他们
所生存的这片大山，就要让村民们吃
饱穿暖，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

2015 年，在丽江健康与环境研
究中心的支持下，黎光村尝试了“村
寨银行”与生态保护联动项目探索：
村民以小组为单位，每家拿出 1000
元入股，公益组织按 1∶1 配比提供

公益金组成本金，每年发放给村小
组内三分之一的农户用于生产生
活，1 年后连本带息还款，并由下一
批农户进行借贷，以此方式滚动借
贷。与此同时，参加村寨银行的农
户必须做出承诺保护环境，破坏生
态的人入股本金将作为罚款，贷款
机会也将丧失。

村寨银行的模式把环境保护变
成村民的一种生活自觉。近几年，村
民们不再砍树，种起了核桃、花椒等，
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游客慕名来到老君山，村民们建客
栈、开餐馆、做导游，腰包鼓了起来。
2019 年1月至10 月，老君山黎明景
区接待游客5.4万人，实现旅游收入
647.41 万元，同比增长 20.34%。目
前黎光村村寨银行总资金达到46.5
万元，272 户加入其中并受益，全村
保护森林面积达11.57万亩。

放下斧头吃生态饭

来到玉龙县鲁甸乡海拔 2000
多米的深山中，一片中药材基地出现
在眼前。

“这里种植的都是滇重楼，因为
低纬度高海拔的地理环境，种出来的
品质特别好。”丽江云鑫绿色生物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和云告诉记者。
而在 20 多年前，他的身份是当地有
名的木材老板。

作为滇西北最大的林区，在木材
大开发的年代，鲁甸乡有 58 个木材
加工厂，270多辆运输汽车。

“砍了一片山，富了一小部分
人。”和云说。1998 年，国家禁伐天
然林，鲁甸经济一落千丈，农民收入
骤减，此时的鲁甸人一片迷茫。

一些木材老板纷纷离开，和云却
留下来，想在自己的家乡走出一条新
路。不让砍树，大山里还有丰富的药
材资源。经过多次学习尝试，和云掌
握了重楼的生长习性，经过近十年的
努力，在鲁甸乡建成了1600亩的滇
重楼栽培示范基地，年生产滇重楼种
子达2500公斤以上，培育种苗1500
多万株，成为我国最大的滇重楼种植
基地。

放下斧头，鲁甸乡的林农们纷纷
转身为药农。

“药材的种植条件要求高，需要
农家肥，好的生态环境种植出来的药
材价值更高。”在鲁甸乡党委书记张
凤超眼里，发展中药产业让村民们更
加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
让鲁甸走上了以发展促保护，以保护
促发展的道路。

如今，鲁甸乡 90%的农民种植
药材，种植面积超过 6 万多亩，产值
突破 3.5 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云
药之乡”。当地农民收入大幅度增
加，森林资源也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
经济带建设的核心思想，作为长江
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丽江市已经
凝聚起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强大共识。”丽江市委书记崔
茂虎说。

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10月，
丽江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率保持在100%，连续多年位居云南
第一、全国前列；泸沽湖水质保持一
类，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中水质最好
的湖泊；拉市海水质保持三类，金沙
江干流水质保持二类；全市河流水质
达标率为87.0%。

近年来，云南省丽江

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尤其是2018年6月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以来，丽江启动最严

格整改措施，不仅拉市海

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成效

显著，还创新制度措施，

引导当地群众将保护环

境化为生产生活自觉，走

上了以发展促保护，以保

护促发展的道路。

“两年多来，永定河综合治理与
生态修复持续稳步推进相关重点项
目加快实施，生态补水任务有效落
实，阶段性成效明显。”在不久前举办
的首届永定河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司长、永定河综
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部省协调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吴晓表示，今年春秋两
次补水，实现了黄河与永定河的历史
性牵手，永定河水位提升 2 米以上，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永定河是海河水系最大的一条
河流，全长747公里，流域面积4.7万
平方公里，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内蒙古五省份，是贯穿京津冀晋
蒙的重要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
态廊道，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
大动脉。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永定

河流域生态系统退化、水资源过度开
发、河道干涸断流等问题突出。系统
治理修复永定河，让永定河恢复往日
生机、实现清水长流，成为流域内千
百万群众的共同心声。

“永定河的生态修复和治理必须
跳出‘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将北
京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当中共
同发展。”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
说，这几年，北京市把永定河综合治
理与生态修复作为首都“水生态一号
工程”。目前，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春
季引黄进京，断流 40 年的永定河山
峡段实现了全线通水，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

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生态
领域率先实现突破，2016 年 12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原国家林
业局联合印发《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总体方案》。2018年6月，京
津冀晋四省（市）人民政府联合战略
投资方中交集团共同出资组建永定
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以“投资主体
一体化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的模式
开启新一轮永定河治理，拟逐步实现

“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
全的河”的治理目标。

吴晓说，永定河治理的新模式已
在实践中取得共识，得到多方支持和
认可，目标横向、措施一体、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的流域上下游协同治理
新格局正在进一步形成。

永定河综合治理将按照“治理、
恢复、涵养、提升”相结合的思路，坚
持“以流域为整体、区域为单元、山区

保护、平原修复”的原则，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突出“水”和“林”
两个生态要素，把保障河湖生态用水
放在突出位置，加大节水力度，遏制
地下水超采，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合
理配置外调水，把山区建设成为生态
安全屏障、平原建设成为绿色生态走
廊，逐步恢复永定河生态系统。

“永定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任重
道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划财务
司副司长刘克勇建议，今后一段时间
应做好三方面工作：科学增绿，科学
地推进上游林草恢复，有序推进平原
地区造林绿化；全面护湿，在中下游
地区完善湿地保护网络，健全自然保
护地体系，逐步扩大湿地面积；重点
修复，流域范围内大概还有 17 万的
盐碱地等，应加强重点区域的退化生
态系统修复，退耕还林。

预计到 2025 年，永定河流域将
基本建成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届时，
上游山区水源涵养能力明显提升，新
增水源涵养林 9.74 万公顷，自然保
护区、湿地公园以及森林公园建设逐
步完善，河流生态水量得到有效保
障，水功能区水质进一步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永定河流域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想不到短短两年时间，我们
的环境变化这么大，蓝天白云不再
是奢望，镜头能拍到‘槐阳八景’之
一的‘太行晚翠’了。”在河北省邢
台市柏乡县汉牡丹广场，老摄影师
张先生对记者说。

河北柏乡县地处冀中南太行
山东麓平原，污染扩散条件先天不
利，加之当地基础设施欠账多、在
建工程多等因素，大气质量持续排
名靠后。“前几年经常是支好三脚
架、调好相机参数和角度，可是灰
蒙蒙的天空看不清景物。”张先
生说。

“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我们可
控范围内努力，在有限的空间内释
放最大能量，还柏乡蓝天白云。”河
北柏乡县县长李行军说，县委、县
政府痛下决心，成立了由书记、县
长任“双主任”的柏乡县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

盯住散煤清零、企业减排、车
辆管控、扬尘治理四个重点，柏乡
县大气治理实施精细化管理，挂牌

督战。不断创新管控模式和管理
机制，建立起工作、技术、督查、执
法四个专班和10个管控小组，将任
务细化分解。还聘请“千人计划
PM2.5特别防治小组”大气污染防治
专家团队，对大气治理实施精准研
判。通过一天一天努力，一微克一
微克争取，不断将大气治理推向
深入。

环境执法坚持出重拳、挥利
剑、用重典。柏乡县大气办主任魏
湛锋介绍，今年以来，共办理生态
环境案件 400 余起，罚款 360 多万
元，刑事拘留 6 人，行政拘留 7 人，
行政警告 8 人，训诫 5 人，1 起移送
起诉，有力有效地震慑了环境违法
行为。

河北省柏乡县大气办提供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2月12日，柏
乡县空气质量年综合指数为7.31，
同比改善率为3.54%。与3月底相
比，年综合指数下降 2.77，PM2.5 年
浓度下降52微克，两项指标下降幅
度均在邢台市排名第一。

河北柏乡

蓝天白云不是奢望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吴 浩

整改后的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乡村和城市相比差啥？最
差的是环境、卫生。”辽宁省康平
县两家子乡东贾家村党支部书记
林海森说。“以前，垃圾靠风刮，污
水靠蒸发，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
差。可自从沈阳这几年全力进行
乡村环境整治以来，各村的垃圾
清除了，各户门前的‘三堆’没有
了，路边、房前种满了各式花草。
乡村和城市相比，差距越来越小
了。”

村民李秀芳在自家门前不仅
种上了各色花草，还种了不少苹果
树。“养花养性，谁看着都舒坦。我
还种了几十棵苹果树，既能美化环
境还能卖钱。”李秀芳说。

变化始于沈阳制定的《“百村
美丽、千村整洁”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0年）》和同时制定的村
庄清洁、村庄规划、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庄绿
化、村庄道路硬化亮化、厕所革命、
畜禽养殖及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 8 个子方案。完善的顶层设计
改变了以往美丽乡村建设中单兵
突进“一阵子一下子”的运动式
方案。

怎样建立长效机制？沈阳市
专门成立了市“百村美丽、千村整
洁”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任组长，建立了综合、督查、宣
传、考评等工作体系，着眼于破难
点、补短板、强弱项。确定了美丽
示范村建设任务清单，明确了一村
一任务清单。

哪儿最难改就从哪儿改起。
沈阳市的“厕所革命”专项实施方
案，确定推广室内水冲式和室外三
格式厕所，落实了改厕资金1.48亿
元。规定新改造的厕所，全部入户
进院，原则上使用年限要 10 年以
上，原有旱厕全部拆除。

“方便多了。”沈阳市沈北新区
黄家街道鲍岗子村村民杨所芳将
家里的储物间改成了水冲厕所，他
对新改的厕所很满意。今年，鲍岗
子村已有386户改造了厕所。

厕所美观了，污水粪便往哪里
排？沈阳市坚持因镇因村施策，按

照城乡统筹处理、村镇集中处理、
农户分散处理等污水处理模式，由
政府补助，逐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实现收集处理。辽中区政府投资，
完善粪污处理利用设施设备和清
粪方式，鼓励建有机肥厂。新引进
沈阳善达能源公司投资 1.2 亿元，
年可利用秸秆5万吨、畜禽粪便50
万吨，有效缓解了全区粪污污染
问题。

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事，农村
普遍缺少垃圾填埋场，怎样杜绝垃
圾“天地阔远任飞扬”的问题？法
库县长岗子村有一个妙招——设

“胡同长”，每条胡同都有专人负
责。更多的乡村则发动党员，通过
入户走访与村民面对面、手把手教
垃圾分类方法，帮村民逐渐养成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的习惯，督促村民
做好生活垃圾减量分类工作。沈
北新区大洋河村从垃圾回收中看
到了商机，成立了物业公司进行保
洁清扫，业务扩大到城区，仅此一
项，今年村集体收入就可达 20 余
万元。

里外干净后，村民自然想到了
美。沈北新区黄家街道大丁村现
在成了一个乡村旅游景点。村前
一片 50 亩的杨树林，全村三面环
水，内有 5 个连片荷花池。村路有
一段200米的金丝垂柳长廊，2000
棵山楂、金叶榆、五角枫形成一个
绿化走廊。

“环境整治越做越顺溜，村民
谁家门前没花都觉得寒碜，种花已
形成习惯。”大丁村党支部书记张
福铎说，环境美化工作中，大丁村
内的绿化美化栽花种草，全部由居
民自己负责，真正实现了“门前净
化、门前美化、门前秩序”的“门前
三包”。

变化迈出了一大步，后边还需
巩固、加强。沈阳市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说，沈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
从紧要的来，从最需要解决的垃圾
处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绿化
硬化亮化等基础设施抓起，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以后，标准由低到
高，还要不断深入推进。

沈阳开展“百村美丽、千村整洁”行动

打造花一样的乡村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云鑫绿色生物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和云在介绍他种植的中药材滇重
楼。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对大气治理实施精细化管理，成效明显。图为雾
炮车在进行抑尘作业。 张保印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