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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从一次性给予符合条件的农牧民
梭梭种植补贴，到基本条件不变、提高
补贴标准但要求对梭梭管护三年，补
贴分三年按一定比例发放，内蒙古自
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梭梭种植鼓
励政策的转变体现了决策层对建立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长效机制的思
考与探索。

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和林业草原
局治沙造林室主任王生贵告诉笔者，
在生态修复、生态治理方面，从国家到
地方，各级均有一些鼓励和优惠政策，
但是修复完、治理后，后续维护措施
却跟不上。于是，实践中就出现了一
些农牧民种下梭梭，养了一段时间，领
完补贴后就放任不管的情况。

由此，阿拉善左旗创设了利益联
结机制，激发老百姓参与治沙建设的
内生动力。梭梭成林需要三年，三年
后便可在梭梭林里接种肉苁蓉，梭梭
不值钱，但是肉苁蓉却非常有市场。
把梭梭林绿化与肉苁蓉获利捆绑在一
起，自然能让梭梭林一直绿下去，肉苁
蓉不断长起来，不仅改善生态，还能带
动百姓增收。

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生态建
设其实也一样。种树、种草不容易，让
这些树和草长久地活下来、绿下去更
需要动点脑筋。实践中，一些地方为
了完成绿化任务和要求，不经通盘考
虑和统筹，就急急忙忙种上树、种上
草，却不考虑这些植被适不适合在当
地生长，也不肯考虑种植地的选择是
否符合地方长远发展规划。这样的作
为肯定是吃力不讨好，不但收不到效
果，也得不到群众认可。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内涵丰富、寓意深远。绿色发展首先要因
地制宜，坚持适地适树适草原则，宜树则树，宜草则草，在做好充分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安排让环境变绿变美的手段和方法。

生态建设要取得长久效益，除了前端的考察、规划、设计，具体操
作中，还需要在生态保护与老百姓之间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要让
百姓充分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在实践中让百姓亲身
感受到良好生态环境蕴含和带来的经济价值，这样，他们就会生发出
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自觉地去保护环境、优化环境。因此，做好群
众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的思想认识跟上了，利益联结机制也务必要配
合到位。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在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的过程
中，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各地在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正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光伏治沙产业
等，让老百姓从中受益，充分调动了老百姓保护生态的积极性，推动
老百姓自觉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
百姓的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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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宜丰县按照“河道当街道管理，库区当景区保护”
的标准，层层认领河（湖）长职责，全县落实河（湖）长419名，专管员
317名，保洁员304名，构成县乡村三级河（湖）长责任体系，实现了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图为宜丰县耶溪河新昌镇河段，河
道保洁员在打捞河面垃圾。 周 亮摄（中经视觉）

河长制促河长治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贵州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

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市营盘东路

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3月16日

住所：贵州省凯里市营盘东路支行北侧格兰时

代商住楼一层7-8号门面

机构编码：B0003S35226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282238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9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

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簇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51010032

许可证流水号：00319927

批准成立时间：1995年07月2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簇桥百锦路 270 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9月18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华润二十四城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51010036

许可证流水号：00556692

批准成立时间：2014年12月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成三路16号附19号1层、

附20号1层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9月4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Bank Sin-

oPac(China)Ltd., Nanjing Branch），已经获得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的开业批准，并分

别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将于2020年10月9日对外营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英文名称：Bank SinoPac(China)Ltd., Nanjing Branch

负责人：程皓森

机构编码：B0409B232010001

营业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48号4号楼105室

营运资金：人民币壹亿元整

邮政编码：210019

电话：025-88866000

传真：025-88866001

业务范围：许可项目：银行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开业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
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融新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1100000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761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09月11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4号楼01层（01）101
室、02层（02）201室
发证日期：2020年09月16日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红门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1100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762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09月18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宏福路6号院1号楼1层105
发证日期：2020年09月24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辽宁阜新生态环境修复推动经济转型——

废弃矿坑变魅力赛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曾经，这里是一座矿山，一座煤
城；今天，这里的矿坑变赛道，赛事兴
产业，老城焕发出新生机。不久前，中
国汽车运动2020赛季首场国家A级赛
事——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阜新站
圆满结束。赛场坐落于辽宁省阜新市新
邱露天矿的废弃矿坑内，是利用原有地
形地貌和曾经的煤矿生产作业道路改造
而成，废弃工矿区的修复治理和新产业
的建设同步展开。

找到矿山治理“金钥匙”

75岁的阜新市新邱区海新社区居民
王洪军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
到自家附近的赛道城遛弯儿。他说：
“‘三矿’破产后，这儿的煤矸石堆得
老高，烟味呛人，时不时还有大块煤矸
石往下掉，人车都不敢从山下走。自打
这大坑里建上了赛道，道路铺上了山，
路边种了花，山上长出了草，矸石山变
成了大花园！新邱绿了美了，人多了，
车多了，活路也多了！”

阜新是中国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
资源型城市，因煤而立、因煤而兴，是
新中国最早的能源基地之一，巅峰时
期，仅海州露天矿的年产量就占全国总
量的10%以上。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
始，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和开采成本
的逐渐上升，以煤炭为主导的单一产业
开始衰退。

支柱产业倒下，劳动力的安置问题
愈发突出。“煤没有了，人也迷失了方
向。”在老矿工郑百里眼中，矿区只剩下
一个又一个深坑，一堆又一堆煤矸石，
看不到希望。与此同时，生活环境急剧

恶化。由于采场范围大、矿坑深、岩土
体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矿区产生
了滑坡、塌陷、地面变形、残煤自燃等
问题。不仅如此，堆积在地表的煤矸石
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和经济转型成
为阜新发展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矿山环境的修复治理是一道世界性
难题，没有现成的路径可选择，也没有
成功的经验可借鉴。2018年以来，阜新
市新邱区与中科盛联公司共同探索矿山
生态修复和资源综合利用全新模式。从
去年3月开始，赛道城建设全面启动，仅
用2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国标赛道建设，
并如期成功举办了一系列赛事。

在赛道城规划展示中心大厅，有两
张大幅阜新百年国际赛道城遥感卫星
图，一张是 2018 年的原地貌图，一张
是 2020年的治理中的地貌图。两图对
比，图中颜色变化清晰可见，赛道城道
路、设施和绿化的色彩在一点点覆盖那
些灰色的地方。

据统计，2018年11月以来，赛道城
共举办了8场赛事，接待观众逾21万人
次。仅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3天时间，各
车队与轮胎厂商、改装厂商就达成交易
额7000多万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阜新百年国际赛道城继续启动高端
赛事“发动机”，激发城市转型“新动
力”，赛出产业发展“加速度”，推动矿
山修复治理和综合利用取得更多实践成
果，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辽宁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开创政企合作新模式

在阜新百年国际赛道城建设中，“政
企合作、产业先行”的体制机制，“城市
中的赛道、赛道中的城市”的融合发展
理念，开创了废弃矿山综合治理的全新
模式，让阜新最终实现了绿色发展的
转型。

在过去的矿山治理思维定式中，是
政府“烧钱”治理，然后再招商引资，
发展相关产业，这种方式在阜新这样经
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显然行不通。于
是，他们颠覆传统思维——以发展赛事
为切入点，政企合作，产业先行，融合
发展。新邱区委书记赵巍表示：“赛道城
建设实行政企合作、产业先行，是以混
合所有制形式，把政府的资源优势与企
业的市场主体优势、创新技术优势有机
结合起来，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
下，实现矿山的生态修复和开发利用。”
实践中，以赛事产业引领矿山治理，巧
妙解决了矿山治理“开头难”的问题；
依靠政企合作，以产权换治权，使资源
项目化、项目产业化，吸引更多的社会
资本参与矿山治理，进而推动矿山修复
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阜新百年国际赛道城建设已
展现出多重效益，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和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具有重要
意义。

——生态效益。不仅有效消除了治
理区内堆矿崩塌、地表裂缝和地面塌陷

等地灾隐患，还能使两个街道、5个村
远离地灾威胁。同时，赛道城建设应用
中科盛联的环保科技，使用了土壤固化
剂和抑尘剂，有效控制了矿山扬尘
问题。

——经济效益。赛事带动了阜新地
区的服务业和旅游业发展。尤其改变了
以往单靠政府投钱的生态治理方式，摆
脱了“为治理而治理”的惯性思维，因
地制宜，治废为宝，以产业为引领，通
过政企合作，激发废弃矿山的内生动
力，实现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良性
循环。

——产业效益。建设赛道城，由传
统煤炭采掘业向现代文旅产业发展，实
现了产业转型的无缝对接。随着各类赛
事的成功举办，促进城市“双修”理念
落地，从而拉动产业聚集。目前，新邱
同一汽公司冠名赛事，联合打造红旗小
镇。与华东交通大学合办阜新通用地勤
学院；阜新航天大数据中心成功落户，
结合新基建，集聚了5G、人工智能等前
沿科技；科恩汽车公司准备在赛道城开
发F级赛道，与中德航空合作，打造地空
一体开发体系。

——民生效益。新邱区以赛事为契
机，结合阜新市“三供一业”改造和

“五城联创”活动，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对新邱城
区的老旧居民小区和道路进行全面改
造，新增绿化面积7万平方米，新建和改
造文化主题公园10个，对全区城乡环境
进行综合整治，让新邱群众切实享受到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的成效。

近年来，为了同时解决生态

修复治理和资源枯竭型地区经

济转型问题，辽宁省、阜新市、新

邱区各级党委、政府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创新思

维、大胆尝试，采用政企合作、产

业先行的开发式综合治理模式，

将政府的资源优势与企业的市

场主体优势、技术创新优势有机

结合，建设阜新百年国际赛道

城，实现了废弃工矿区生态修复

治理和开发利用良性循环。

辽宁省阜新市新邱露天矿的废弃矿坑内，利用原有地形地貌和曾经的煤矿生产作业道路改造而成的赛道。图为中国汽车场地越野
锦标赛“中国首场汽车赛事”的开赛录检现场。 姜天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