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19日 星期六10
ECONOMIC DAILY

生态环保

不使用一次性洗刷用品得“绿币”2
元，退房时把垃圾清理带走得“绿币”5
元……近日，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一家
民宿，老板杨勇把一张“绿色生活清单”递
给刚入住的客人，用来提醒客人具体怎样
做，如何换取“绿币”。

“开民宿赚钱的同时，也得把环境保
护好。”杨勇说，在仙居，游客的每一个“绿
色动作”都能在清单上找到对应的“绿币”

奖励，最后凭这张清单到游客中心兑换
“绿币”，就可抵扣房费、停车费等。

仙居地处浙江东南部，有“八山一水
一分田”之称，森林覆盖率79.56%。依托
秀丽的自然环境，不少地方发展起了乡村
旅游。可随着人流量的不断增加，村里又
面临新的难题：如何既顾生意，又守护好
这方山水？“绿币”机制解决了这一难题。

“绿币”不是现实意义上的钱币，却拥

有等额的价值，还可以“交易”。它发轫于
仙居县旅游重镇淡竹乡。此前，该乡针对
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交通堵塞、垃圾乱
扔、餐食浪费等不文明行为，因地制宜推
出“绿色货币”理念，鼓励游客通过践行绿
色生活方式兑换绿色货币，践行“碳补偿”

“碳抵消”的消费理念，将绿色文明行为贯
穿到整个旅游过程，营造了乡村旅游和环
境保护的双赢格局。

截至目前，淡竹乡已兑换“绿币”48
万元，农家乐垃圾分类投放率实现
100%，带动商店、停车场、露营基地、茶
室、书吧等签约商家普遍增收10%以上。

一处开花，遍地结果。试点成功后，
仙居将“绿币”理念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
清单》的制定中，列出7项新时代文明“绿
币”兑换条件；明确相应“绿币”兑换数额，
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绿色出行方面，规定
刷5次公共自行车可以兑换1枚绿币，刷
10次公交车兑换1枚绿币，1.5万步兑换
1枚绿币；设立“绿币”银行，成立“绿币”
基金，保障“绿币”制度常态化运行。

截至目前，仙居县已有200多个村成
立“绿币”基金，累计发放“绿币”300余万
元。2021年，仙居县计划在全县投入使用
20台文明“绿币”兑换机，持有“绿币”的市
民可以随时兑换垃圾袋、鲜花等物品。

浙江仙居：

“绿币”护美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柳 文 通讯员 曹 娜

近年来，辽宁省盘锦市坚持“生态涵养城市”，保护了大片湿地。图为盘锦碱蓬草红
海滩美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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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盘锦建设“无废城市”——

“用干榨净”有办法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作为资源型转型试点城市和东北首
个被列入“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盘
锦市走出一条“绿色经济、绿色生活”
之路。

那些污泥浊水哪里去了？在辽河油
田曙光公司的油泥处置场，12万吨曾露
天存放的石油污泥不见踪影，取而代之
的是建筑墙砖。原来，该公司投资2亿元
购进先进油泥转化设备，修建了钢架棚
和防渗地面，5座露天处置池全部清理完
毕，并把处理油泥剩下的渣土全部无害
化处理后制成了建筑用砖。

“这只是辽河油田打造‘无废油田’
的众多举措之一。”辽河油田公司质量安
全环保部主任卢敏说，源头上绿色修井
作业，使每口井油泥产生量由去年的0.3
吨下降到今年的0.1吨以下；排放出口

“扎紧”，设置拦污闸，防止污水入海，实
现出井油水全部回收；投资建设含油污
泥、钻井废液与钻屑处置利用等20个项
目，油泥资源化利用达到100%。

建筑垃圾无处填埋曾让很多地方苦
恼。盘锦洪鹏再生资源公司董事长袁洪

奎说，通过固废处理装置，石棉等垃圾可
重新变成建筑材料，如地砖、岩石板等，
把废弃建筑垃圾用干榨净、变废为宝。

“这是环保倒逼机制作用的结果。”盘
锦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尹韬说，盘锦近年
来加强污染物总量管控，应实施强制性清
洁的生产企业通过审核比例达100%，全
市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达100%。

“稻蟹共生”的生态农业模式是盘锦
特色，稻蟹综合种养面积达到 68.5 万
亩。在这里，水稻生长期内不使用任何
化肥和农药，每亩选用300公斤至500公
斤充分腐熟的有机肥，以稻护蟹，蟹食虫
饵，蟹粉肥田，形成一个生态化的天然平
衡生物链。盘锦大米因绿而美，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盘锦引进中储粮、益海嘉里等粮食

精深加工企业，已形成国内最大粮油油
脂加工基地。对稻壳等固体废物进行生
物质发电或生产白炭黑，对油脂固废进
行高效高值资源化利用，形成了粮食全
产业链循环经济生产加工模式。益海嘉
里集团成为盘锦第一个国家级绿色工

厂，辽东湾新区被列入国家循环化改造
重点园区。

建设绿色盘锦，行动起来的不只有
企业。市民晏秋华说：“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已经深入人心，逐渐形成习惯。”盘锦
在辽宁省率先建设了城乡一体化大环卫
体系，采取“居民源头分类+保洁员收集
二次分拣+企业专业化处理”模式，全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京环
公司资源综合利用中心工作人员王珺负
责生活垃圾的二次分拣，她介绍，公司每
个月平均处理可回收垃圾70多吨，都要
进一步细致分拣，分为11大类和36小

类，再打包送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
业。盘锦市还投资10多亿元建设了厨余
垃圾处理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泥
干化处理站等项目。

“转型绿色经济使盘锦发展的脚步
更快。”盘锦市委书记付忠伟说，“做大做
强生态农业，做深做精生态工业，做响做
亮生态旅游业，绿色盘锦动能强劲。”目
前，盘锦非油气采掘业增加值占全市经
济比重已经接近90%。今年前三季度，
盘锦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超过全省平均水平5.7个百分点，在
辽宁省排名第一。

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研究起草的《生态保
护补偿条例》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它将
是我国首部以生态保护补偿命名并作为立法
追求的法律文件。该条例总结迄今为止各领
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成熟经验，将经过实践验
证、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上升到行政法规层
面予以固定和强化，将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生态补偿机制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途径，是促进
绿色发展和均衡发展的政策工具。从生态
重要区域发展和保护需求看，生态环境较好
的区域多为山区、林区以及江河源头区，往往
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区域如果为了发展
经济、摆脱贫困而自由开发自然资源，就必然
会破坏生态环境。从流域视角看，上游地区
牺牲发展速度，为下游地区送去一江碧水而
不是化工废水，下游作为生态环境受益者应
为上游发展提供生态保护补偿。

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国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在
草原、森林、流域、湿地、海洋、耕地、荒漠7个
领域开展生态补偿。与此同时，生态补偿也
从生态系统要素补偿扩展到区域补偿，如我
国实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生态补
偿，2019年补偿资金就达到811亿元。据初
步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各类生态补偿资金总
量约为 1800 亿元。生态补偿在推动全国生
态系统保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由此可见，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是在摸索中不断完善的，目前实践
层面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待解。现阶段，虽然中央财政每年安排大量的生
态补偿资金，但部分地区仍存在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慢、地方保护投
入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跨行政区域水污染问题依然突出，很多地方
迫切希望建立补偿机制，但上下游地区诉求不同、协调困难，仅靠同级政
府自主协商难以达成共识。即使在已经建立横向补偿机制的区域，补偿
方式也较为单一，且投入大多以财政资金为主，产业扶持、技术援助、人才
支持、就业培训等多元化补偿方式尚未得到应有重视，优惠贷款、社会捐
赠等其他渠道投入生态补偿的资金规模也偏小。

破解上述难题，需要进一步规范补偿机制建立、补偿机制实施、补偿
效果评估、市场参与路径等关键流程，为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工作提供更为
精准的政策指引，以加快形成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体系，助力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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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陕西留坝县紫柏山景区雪中漫步。 陈治霏摄（中经视觉）

陕西留坝县由资源消耗型发展转为生态优先型发展——

良好生态实现经济变现
本报记者 雷 婷

“我们通过发挥资源禀赋大做青山绿
水文章，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得生
态立县、药菌兴县、旅游强县取得显著成
效，让百姓真正享受到生态红利。”陕西省
汉中市副市长、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说。

生态优先打牢发展基础

留坝县位于秦岭南麓腹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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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留坝
曾“靠山吃山”毁山伐林一夜暴富，但伐
木、采矿带来的生态破坏给后续发展带来
了沉重负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留坝县认
识到，只有把发展县域经济与保护绿水青
山有机结合，才能在转变生态环境中取得
强县富民的好效果。

于是，留坝县经济发展思路由资源消
耗发展型逐渐转变为生态优先发展型
——关停上百家淘金、采砂和矿山开采等
企业，从源头禁止破坏环境的行为，同时
积极推进封山育林、人工造林,使森林覆
盖率增加到91.23%。

一手抓区域造林增绿，一手抓城乡环
境整治。仅2016年以来的4年间，留坝
县就累计投入美丽乡村建设资金超亿
元。如今的留坝，绿山常在、绿水长流，村
庄整洁。全县负氧离子含量远超世界卫
生组织清新空气标准，连续4年荣登“全
国百佳深呼吸小城”榜单。

因势利导做强特色产业

深夜，在留坝县留侯镇庙台子村，养
蜂人刘云飞还在电商平台上忙碌着。“城
里人喜欢夜生活，晚上在网店卖蜂蜜，往
往会比白天卖得更多。”

刘云飞告诉记者，他2008年开始创
业，从最初拥有不到20箱蜂，发展到如今
拥有4个蜂场、七八百箱蜂，年收入已经
超过百万元。

让荒山荒坡变身绿水青山需要毅力，
用绿水青山培养出金山银山需要创造。
在彻底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留坝把目光
盯准了特色产业。他们围绕留坝县境内

山地垂直海拔差异大、形成了多种气候小
区和生物资源多样性做文章，因地制宜地
提出“药菌兴县”战略和“四养一林一旅
游”产业发展格局，并采取“公司+基地+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对农村土地进行
流转，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截至目前，留坝依托丰富的花草植被
发展养蜂产业，已拥有蜂农2144户，蜂蜜
总产量达221吨，原蜜产值达1760万元，
流通营销产值达4000万元，全县蜂业贡
献户均增收额达4112元。

此外，留坝依托特殊自然环境开发利
用的动植物药材有1320余种，占汉中市
药材种类的70%。其中人工栽培中药材
10余种，留存总面积1.3万亩左右；依托林
产业轮伐及修枝等下脚料等资源发展的

食用菌产业，共发展袋料香菇1000万筒，
产鲜菇5500吨，产值达5500万元。

以绿为媒让人流连忘返

“不少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客房的预
定一直都很火爆！还带动了村里的农产
品销售。”在留坝县经营民宿的刘建红告
诉记者，民宿受欢迎都是因为留坝的生态
环境好。

“既要注重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让
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效益，还要用活生态环
境优势，让其产生散发效益。”留坝县文化
旅游局局长谢建斌说，留坝海拔1700余
米，年平均气温11.5摄氏度，气候宜人且
历史文化遗迹丰富。“县里把全域旅游作

为县域经济转型的破题点，聘请国内知名
旅游专家编制了《中国山地度假示范区旅
游发展规划》，并通过国家文旅局评审，成
为全国首个进入国家文旅局评审的县级
规划。按照规划全面打造民宿、研学、康
养、怀旧等丰富的旅游产品，形成了全域
旅游产品体系。8年累计投入资金9亿
元，实施旅游重点项目223个，不断完善
一年四季的全域旅游产品，以及‘吃住行
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的旅游业态。”

通过发展全域旅游，留坝实现了生态
环境的经济变现。2019年，留坝接待游
客数量高达459万人次，全县旅游直接从
业人数达3500人，吸引2200多名外出务
工人员返乡创业，旅游产业为农民人均纯
收入贡献了3306元，占比达34.5％。

海南儋州：

一湾清水润琼州
本报记者 潘世鹏

天刚蒙蒙亮，海南省儋州市南丰镇松涛水库的大埂上便出现了三三
两两的晨练者。生活在附近的村民们从原先的“靠水吃水”到现在尽情
享受美好山水带来的新生活，日子越过越好。

村民谷新达就住在松涛水库大埂边，他告诉记者，他小的时候，大家
都靠在水库养鱼捕鱼谋生，生产生活污水也随意排到水库里。后来发展
水上旅游，游客多了，但水库的生态状况却受到影响且每况愈下。

松涛水库是海南省第一大水库，位于儋州市南部，库区回水至白沙
县平义镇，集水面积1496平方公里，总库容33.45亿立方米，是一个以灌
溉为主，结合供水、发电、养殖、防洪等综合效能的大型水库，是海南重要
的水源维护地和最大的水利枢纽。建库60年来，累计向海口、儋州、临
高、澄迈等市县供水近600亿立方米，保障了城乡居民饮水安全。

为了彻底根治污染，近年来，海南省和儋州市深入开展松涛水库水
生态专项整治和水源地达标建设，持续改善和优化松涛流域生态。据儋
州市水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3年松涛水库出水水质为劣五类水，今
年1月至5月，水质已经达到二类水。

“以前，橡胶种植产业是水库沿岸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种橡胶就
要施肥，肥料、农药会随雨水流进水库，对水质影响很大。这些年由于政
府发放有机肥，调整种植品种，肥料污染问题得到了治理。”南丰镇副镇
长羊琼明说。

“松涛水库名声在外，来水库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有段时间游船在
水库上摆起了‘全鱼宴’，游客都争着抢着来品尝。为了保护水库水质，
水上旅游很快就被叫停。”谷新达说。

库区巡逻管理员叶涛以前曾是一名渔民，现在每天和同事们一道巡
护水库。叶涛说：“一天要检查好几次，水库的角角落落我都清楚，尤其
是禁渔期内，绝不允许任何人捕鱼。”

在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副局长胡祖云看来，松涛水库有防洪效益、供
水效益和生态效益“三大效益”优势。胡祖云介绍，在污染治理上，松涛
水库唯一的工业污染源白沙糖厂已经搬迁。游船生态观光项目于2014
年被果断关停，之后一直没开展过任何旅游活动。儋州市政府投入专项
资金对松涛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村庄的生活污水进行了治理，
并对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转运处理。从2018年开始，每年3月1日至
6月30日实行禁渔期制度，严禁渔民下水库捕鱼。从2020年开始，每年
计划向水库投放375万尾鱼苗，确保渔业资源得到恢复和保护。

海南省松涛水库景观。 本报记者 潘世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