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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可持续发展理念深深扎下根
——河北承德全面打造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纪实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建军

2019 年 5 月，河北承德市开
始以城市群水源涵养功能区可持
续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在一年多
时间里，承德市坚持用可持续发
展理念统筹推进整个区域的生态
环境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
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抓
准主要矛盾、抓实创新创造，经济
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每年的秋季是塞外山城河北承德最
美的季节。漫山遍野色彩分明：红色的枫
树，黄色的榉树，
绿色的油松……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承德市以可持续
发展理念为指导，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建设
的一个缩影。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说：
“ 坚持高质量发
展，要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来统筹推进整个
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和人
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
”

做靓生态环境
夯实首都水源涵养功能
历 史 上 ，河 北 承 德 曾 水 草 丰 茂 。 后
来，由于毁林开荒等多种原因，这里的植
被受到极大破坏，森林覆盖率一度下降到
5.8%，沙化和干旱日渐严重，不仅严重影
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也严重影响着
京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水源供应。
认识到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承
德市先后实施“三北”防护林、再造三
个塞罕坝、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
林、草地生态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建设
工程，使得承德的森林覆盖率以平均每
年 1 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特别是在国家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被确定为首
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支撑区以来，
承德每年的植树造林总面积都在以 70 万
亩以上的速度增长。
在此过程中，河北省专门出台文件，
支持承德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建设。承德市也先后出台《承德市水源
涵养功能区保护条例》
《关于加快京津冀
水源涵养功能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并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逾 1.6 万平方公里，占国
土面积的 42.06%。同时在全国地级市中
第一个公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全省
第一个制定水源涵养地方立法，在全省第
一个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丰宁县曾是承德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
重的区域之一，全县 8765 平方公里的国土
面积中，有 2730 平方公里出现严重沙化，
其中，
小坝子乡是离北京最近的风沙源。
小坝子乡党委书记王艳国告诉记者，
通过近 20 年的努力，各方累计投入 8000
多万元，造林 11.5 万多亩，恢复草场 6 万
亩，目前，小坝子乡土地沙化面积已经减
少了六成多。该乡榔头沟村村民周庆荣
说：
“ 当初在细沙中种活一棵树可真难。
先得从几公里外运来黄土，倒在挖好的沙
坑中，然后再栽树苗。沙地易渗水，必须
经常浇，等树的根系长大，这个过程就需
要四五年时间。为了种活树，大家每天都
要往返几里路去挑水。”即便如此，树的成

通过生态治水，
承德市环境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活率也只有 70%左右。但是，全村 200 余
口人经过 5 年的艰苦付出，终于将千亩沙
地变成了绿洲。
如今，丰宁林地面积达到 753 亩，覆盖
率 达 到 57.5% ；承 德 全 市 林 地 面 积 达 到
3521.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59.45%。完
成退化草地治理 768 万亩，草原综合植被
覆盖度达到 73.6%以上，森林草原覆盖率
居华北第一位。
“要青山，还得要绿水”。通过实施生
态涵水、工程治水、管理节水、环保净水、
产业兴水、借力保水六大工程建设，承德
涵养水源能力比新中国成立初期上升了
30 倍，四大水系年均自产水量达到 37.6 亿
立方米，年均向京津供水 22 亿立方米。
为了让承德清水持续不断地润泽京
津，承德市先后与北京市密云区、怀柔区
签署潮河流域联防联建联治协议，与内蒙
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建立水环境协调机
制。并设立 4936 名河长、8056 名河湖管
理员、404 名河务警务人员责任管理机制，
实现了全市 1500 条河流全覆盖，总长 1.28
万公里；投入 42.3 亿元，实施“水污染防治
三年百项重点工程”，完成城镇污水管网
新改扩建 300 余公里，城市和县城污水处
理率分别达到 95%和 90%以上。

做大绿色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负重爬坡
沿着陡峭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上，经过
大约半个小时车程，在海拔 1505 米的坝头
山梁，只见一处山坳之中，一条 120 米高的
大坝将两个山梁连在一起，即将形成一个
总库容量达 5800 万立方米的高山水库。
“这个正在建设的项目是全球装机容
量最大的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规模
360 万千瓦，总投资 192.37 亿元。目前土
建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全面进入了设备安
装阶段，首台机组将于 2022 年 6 月投入发
电。这座电站建成之后将有力支撑‘外电
入冀’战略实施，破解‘三北’地区弃风、弃
光困局，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同时，
该电站可以在 5 分钟内由满负荷抽水转变
为满负荷发电，提供 360 万千瓦的事故支
援能力，从而提高电网安全运行质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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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节约原煤消耗 4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14 万吨。”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党群部部长
李建刚告诉记者。
“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建设实现可持续
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绿色、高效的产
业体系是重要支撑。”承德市市长常丽虹
表示，目前承德的生态环境建设已经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但产业结构调整仍在负重
爬坡，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的
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淘汰落后和过剩产
能，
建立绿色高效的产业体系。
出于这样的认识，承德市采用“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
的措施狠抓产业调整。
首先，采用硬手段淘汰落后和过剩产
能。先后取缔“散乱污”企业 454 家；压减
炼钢产能 430 万吨、炼铁产能 186 万吨、煤
炭产能 15 万吨，推广供应洁净型煤 79.7 万
户，累计治理责任主体灭失矿山 120 处，复
垦披绿矿山 62 平方公里。
其次，采取硬措施发展绿色产业。因
地制宜将文化旅游医疗康养、钒钛新材料
及制品、清洁能源三大优势产业做强，同
时培育壮大大数据、绿色食品及生物医
药、特色装备制造三大特色产业。仅去年
一年，就实施亿元以上绿色产业项目 281
个、完成投资 405 亿元；绿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 5 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70%。
这当中，休闲旅游业成为承德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一号支柱产业，该市将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和华北第一森林绿化城市相
结合，成功建设开发和完善了国家一号风
景大道等项目，全面开展“旅游+历史文
化”
“ 旅游+森林湖泊”
“ 旅游+冰雪运动”
“旅游+乡村休闲”等业态创新，使承德旅
游业实现了从“一季游”向“四季游”的转
变，2019 年接待境内外游客 8271.09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1055.67 亿元，分别比上
年增长 18%和 22%。

近一年，围场县六合店村村民韩凤祥
喜事不断：去年 7 月，免费领到 80 只母羊、
1 只公羊；去年底，脱贫出列；今年，家里的

母羊产羔 150 多只，预计能获得纯收益 10
万元以上……
韩凤祥曾是村里的羊倌，以前整天赶
着羊群满山跑，后来草光了、山秃了、羊也
没了。
“ 那时才知道，生态不行啥也干不
成。”他说。2013 年起，围场实施全年、全
域、全天候禁牧，
山坡重披新绿。
2017 年，承德与天津开展东西扶贫协
作，引进天津食品集团在围场实施“百万
只优质肉羊产业化扶贫项目”。为了让更
多群众加入“生态羊”养殖行列，津垦奥牧
业公司推出了“投母收羔”带动一批、
“份
养自繁”扶持一批、
“ 入股分红”助力一批
等“七个一批”扶贫模式。韩凤祥就是“份
养自繁”
套餐的受益者之一。
“实施可持续发展示范区议程创新，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改善群众
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对于承德这个河北
最大的贫困地区来说，实施好脱贫攻坚战
略，全力帮助困难群体，实现在整体小康
道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则是最为重要的
问题。”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承德实施了一
系列创新行动——在生态建设中创出“一
林生四财”、在产业化带动中实施园区带
动“三零”扶贫、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实
施“一地生四金”、在乡村旅游中实施“两
转三带”扶贫模式……为全市农村群众增
产增收、脱贫攻坚打下了坚实基础。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一定要注重综合
效应。在承德这个相对贫困的农业大市
中，如何让农业、农村转变落后面貌，走上
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承德市确定了一
条以“三区同建”推进“三化互动”的发展
思路，就是用新型农村社区、现代产业园
区、乡村生态功能区作为主要载体，通过
深度开发，使得全市在城镇化、产业化、生
态化的互动互促上迈出新步伐。
通过这样一系列创新，承德自“十三
五”时期以来，建成了 162 个集中安置新型
农村社区，使得 10 万多户不适宜居住区的
群众住进了整体搬迁安置小区；建设了
166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总面积达百万
亩以上的乡村生态功能区，让产业化和生
态化跨上了新台阶。其中，仅丰宁一县就
建设集中安置项目 28 个，集中安置 4080
户、1 万多人，涉及 24 个乡镇的 67 个行政
村、153 个自然村。

积达 468 万亩，而耕地面积仅有 22 万亩。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山多地少的地方，经济
林面积却突破了 100 万亩。这些经济林是
怎么来的？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该县大
部分乡镇，发现这里的农民格外钟爱山场
和果树。他们在土质较好的河谷平地，种
植的是高产高效的苹果；在土地条件较差
的荒山缓坡，种植了生命力和效益都不错
的板栗和山楂；
在干旱瘠薄的陡坡地带，
栽
种了对环境耐受力极强的山杏、榛子……
如今，兴隆共种植苹果 20 万亩、山楂 22 万
亩、板栗 56 万亩，年产果品 50 万吨。仅果
品一项收入，当地农民就人均增收 4000

多元。
兴隆县南天门乡石庙子村是燕山大峡
谷中的一个岩边村，几乎没有坡度在 30 度
以下的耕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
下，一片山楂林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山
腰。当地山楂种植带头人于长国告诉记
者，发展林果产业后，全村 1000 多亩山场
都种上了山楂和板栗。果木成林后，这里
再没有发生过洪涝灾害。
“后来，县里又引
导我们发展新品种，目前这里的林木大都
实现了高头嫁接，
一般山楂每斤售价不过 8
角，
而我们的优质品种售价能够达到每斤 4
元，
1 亩山楂收益就能达到 8000 元。
”
截至目前，承德市发展经济林总面积
1011.2 万亩，全市 260 万农业人口人均拥
有经济林近 4 亩，
居全省第一位。
经济林的发展有力促进了林果加工及
生态旅游等产业的发展。目前，承德已经
发展了露露、怡达、栗源等知名品牌在内的
食品加工企业 356 家，
年销售额达到 121 亿
元，全市农民发展经济林人均收入达 3600
元，
带动 7.5 万人脱贫致富。

改善群众生活
生态建设推动脱贫增收

生态经济富了百姓
本报记者 宋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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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准主要矛盾 抓实创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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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收获的季节。河北省围场
县张家湾乡巴头沟村果品种植基地内，
“123”金红苹果挂满枝头。看着丰收在望
的果实，村民张国锋说：
“今年的效益又不
会差！经济林建设真是一招好棋，小苹果
成了村里的大产业，去年仅卖果品村民人
均纯收入就超过了 1.4 万元。
”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搞区域绿
化，总数加起来面积也不少，而在现实中，
真正形成林地的面积并不大。究其原因，
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脱了节，没有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好。现
在，我们要把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支撑区与发展林果产业有效结合起
来，同步解决绿色发展和群众贫困两个问
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承德市委
书记周仲明说。
近年来，承德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让百
姓更富，让城市更强。市里以板栗、苹果、
山楂、时令果等为重点，同时兼顾花卉、中
药材、苗木、榛子、大果沙棘种植，进行“一
带四区”
的经济林产业布局，
全面推进八大
经济林基地建设。其中 2015 年以来，累计
投入资金 59.86 亿元进行经济林建设，
全市
林果业实现快速发展。
地处燕山深山区的兴隆县，国土总面

2019 年 5 月 6 日，
《国务院关于同意
承德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的批复》同意承德市以城市群水源
涵养功能区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建设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一年多
时间过去了，承德市紧紧围绕涵养功能
不稳固、精准稳定脱贫难度大等重大问
题 做 文 章 ，经 济 社 会 建 设 取 得 了 显 著
成效。
回顾一年多来的发展历程，记者认
为，承德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建设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
间中取得突出成就，主要取决于两个方
面，这就是——抓准主要矛盾、抓实创
新创造。
抓准主要矛盾，
解决方向问题。
经济社会建设中，总是存在着这样
那样的矛盾，而把这些矛盾解决好了，
社会就进步了，经济就发展了。对于承
德这样处于重点区位，且又经济欠发达
的城市来说，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矛
盾非常突出。一方面，京津水源涵养区
和生态支撑区需要下大力气改善生态环
境，另一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大
力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承德市抓
住这一对主要矛盾，将开发绿水青山和
换取金山银山相结合，用生态环境建设
打牢发展基础、用绿色产业做强经济支
撑、用精准脱贫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建
设，有力推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抓实创新创造，
解决方法问题。
创新创造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
步的灵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突破，没有创造，就没有
动力。
承德在抓住了生态环境建设、绿色产业壮大、精准脱贫攻坚的
主要矛盾后，大力开展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创新，在全国地级市中第
一个公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全省第一个制定水源涵养地方立
法，第一个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第一个实施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下大力气实施生态林和经济林同步建
设，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发展绿色产业，移民搬迁社区、产业化发展
园区、生态环境恢复区共同建设……一系列创新，使得各种新机
制、新方法迅速奏效，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得人民群众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提高，使得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得到
了有效落实。

承德市的食用菌产量名列全国前茅。

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水库正在加紧建设。

（资料图片）

宋美倩摄

宽城矿区经过持续整治已恢复一片生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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