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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长期以来，无情的黄沙不仅恶化了生态环

境，而且不断蚕食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我

国沙区和石漠化地区曾经分布着全国近三分之

二的贫困县、近80%的贫困人口。

向沙漠宣战是我们要打且必须打赢的一场

硬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十三五”期间，我国荒漠化防治成效显著，全国

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1000 多万公顷。毛乌

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和呼伦贝尔四大沙地生态

状况整体改善，林草植被增加 226.7万公顷，沙化

土地减少16.9万公顷。

身处沙区的人们是如何遏制住滚滚的黄沙

的？又是如何将沙漠变为绿洲，寻找到发展路径

的？带着一系列问题，经济日报记者前往毛乌素

沙地、库布其沙漠采访调查，寻找沙区人民开启

幸福生活的密码。

不甘心被黄沙吞噬

4 万多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地，地处三省

（自治区）交会处。曾经，这里“出门一片黄沙梁，

一家几只黑山羊，穿的破棉袄，住的柳笆房”，这

里也是我国沙尘暴重要源头，“一年只刮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

毛乌素沙地近三分之一面积位于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上世纪 50 年代，乌审旗

荒漠化、沙化土地达 90%以上，森林覆盖率仅为

2.6%，漫漫黄沙无情吞噬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荒漠化治理是困扰当地群众的一大难题。在

这里，一位位治沙人立下铮铮誓言，从一棵棵树

苗开始种植，从一个个沙丘开始治理，从一条条

水渠开始挖起，他们坚信一切终会改变。

在乌审旗无定河镇，记者见到了“治沙女杰”

殷玉珍。“来，咱们到那上面去看看。”一见面，好

客的殷玉珍便拉着记者登上了一处地势较高的

沙坡。脚下的沙土踩起来很坚实，曾经流动的干

沙已不复存在。殷玉珍说：“以前，要在沙子里找

家；现在，绿洲的深处就是家。”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乌审旗河南

乡尔林川村（今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村）井

背塘，当时村里没有路、没有楼、没有电，抬头是

沙，低头也是沙。经常一觉醒来，黄沙就埋住了

房门，全家要挖好半天沙子才能出去。

“我就是不甘心让这沙子一寸寸地吞没自

己！不搏一搏就这么听天由命，我不答应！”殷

玉珍下决心向沙地宣战。她不顾家人反对，将

“全部家当”一只瘸腿母羊和一只羊羔卖掉，买

来 200 多棵树苗，种在房屋周围，每天精心

照料。

可在寸草不生的大沙漠里，小小树苗想要

成活并不容易。一阵大风刮过，树苗就被连根

拔起，吹得无影无踪。有一年，殷玉珍全家栽

下了 5000多棵树苗，被一场沙尘暴翻了个底朝

天，就连费了一个冬天挖好的水渠也只剩下一

条壕印子……

在这场与沙子的“拉锯战”中，殷玉珍遇到了

太多困难，但她从来没想过放弃。种了被埋，埋

了再种。打沙障、栽苗条、浇水、施肥……从1986

年种下第一批树苗，殷玉珍一种就是 30多年，当

初用来插眼撒树籽的钢钎都被磨掉了一尺多

长。在殷玉珍家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幅字：

“我是一个种树人，树是我的根我的命。”殷玉珍

就是这样像一棵树一样深爱着脚下这片土地。

宝日勒岱、殷玉珍、乌云斯庆……一代代治

沙人坚守初心、不懈努力，将黄沙牢牢地钉在原

地，把绿色一笔笔描绘在沙漠腹地上。当年黄

沙漫天的“不毛之地”，如今已变成满目清幽、绿

富同兴的生态家园。“对乌审旗来说，保护生态

环境是我们最大最根本的任务。”乌审旗委书记

额登毕力格说。

治沙要走科学路子

库布其，蒙语意为“弓上之弦”，黄河为弓，

大漠为弦。如今，赤黄的库布其穿上了绿色盛

装，沉寂的沙海迎来了生命的馈赠，库布其成为

“胜利在握的弓弦”。

在亿利集团库布其生态科技展示中心，记

者被一棵三角叶杨吸引住目光。亿利集团员工

称它为“教训树”。这是当年他们从美国西雅图

花费 2700 万元引进的树种，但后来由于耗水量

太大，就没能继续推广，改种以灌木为主、节水

抗旱的植物。

亿利集团沙漠研究院院长张吉树对记者

说，这只是亿利集团治沙过程中走过的一个“弯

路”。起初他们植树都是挖大坑，既费时又费

力，效果还不好。现在，他们用自主开发的智能

微创植树技术，十几秒就能种活一棵树，节水

50%以上。亿利集团采用这项技术植树 150 多

万亩，节约费用22.5亿元。

在沙漠中植树造林，除了“量水而行”，还要

“凭风借力”。亿利集团发明了风向数据法植

树，在沙丘迎风坡面低处造林，让自然风力削平

沙丘上部，遏制流动沙丘。他们用这种方法治

理沙漠 30 多万亩，沙丘高度整体降低了三分之

一，至少节约了4.5亿至6亿元成本。

亿利集团的经历，很多库布其人在治沙过

程中都曾有过。正是通过反复尝试、不懈努力，

库布其人逐渐蹚出了一条科学治沙的路子。

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就见证了科学治沙

逐渐发展的过程。刚到库布其采访，记者就听

到了不少王文彪治沙的故事。1988 年，刚到库

布其沙漠深处杭锦旗盐场当场长的王文彪，就

面临着一个关乎盐场存亡的考验——盐场正在

一点点被沙漠吞噬！王文彪力排众议，决定边

种树、边修路。他东拼西凑筹来了 7500万元，全

部用在了修建沙漠公路上。可是路基刚刚铺

好，一夜之间就被埋了。“用沙柳插成网格状，能

把沙子固定在网格里。”王文彪带领大家从沙漠

中找来沙柳枝条，编成草方格，再固定在道路两

侧。自 1997年起，杭锦旗在 3年内组织了 5次治

沙大会战，硬生生扎出了 2400多万公顷的沙障，

栽下几百万棵树。在各方努力下，1999年 10月，

这条全长65公里的沙漠公路终于通车了！

将小盐场壮大成为亿利集团的王文彪，对于

治沙还有更大的愿望。他对记者说：“要通过修

路绿化的方式，形成路、电、水、讯、网、绿六位一

体的种植模式。路通了，电与水要跟上，把网格

扎下去，然后用飞机飞播种植。先锁住沙漠四

周，再通过生态移民和机械化作业，进行沙漠腹

地生态修复。”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是科学治沙的有效途

径。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韩

玉飞告诉记者，在库布其沙漠，采取“南围、北堵、

中切割”的治理模式，在南、北两侧营造乔、灌、草

结合的生物锁边林草带，阻止沙漠南侵、北扩、东

移，防止泥沙向黄河侵入；中间利用库布其沙漠

南北走向的 10条季节性河流和 22条大小不等的

穿沙公路，进行切割治理。

沙海中的绿色版图就这样一点点扩张着。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自 2004年以来，全国

荒漠化、沙化面积和荒漠化、沙化程度连续 3 个

监测期“双缩减”。近年来，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

积年均分别减少 2424平方公里、1980平方公里，

年均沙尘天气次数减少了20.3%。

把荒漠变为“绿色银行”

不仅要减少风沙危害，还要提高土地生产

力，改善投资环境，对沙区和石漠化地区群众来

说，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心中一直以来的愿望。

今年 50岁的李布和出生在鄂尔多斯市达拉

特旗展旦召嘎查（嘎查是蒙古族的行政村），这是

一个位于库布其沙漠北缘、饱受黄沙侵害的地

方。李布和对记者说，他儿时的记忆里，除了沙

子就是饥饿。2005 年，当地政府出台扶持政策，

支持治沙造林工作，先后有多家企业转型走上生

态发展之路。一直在外发展的李布和与兄弟商

议后，决定带着资金一起回家乡，跟沙漠再较量

较量。回乡后，李布和兄弟三人在承包 10 万亩

沙地植树造林的同时，还尝试着发展沙漠生态

旅游业反哺生态建设。2006 年，他们成立了银

肯塔拉生态旅游有限公司，2019 年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次。依托植树绿化和旅游，李布和为当

地农牧民每年提供就业岗位 150 多个，不仅增

加了他们的收入，还调动了群众参与生态建设

的积极性。

更让李布和高兴的是，学旅游和酒店管理专

业的女儿李芳研究生毕业后，主动要求回老家，

帮助父亲打理生意。李芳给父亲提供了很多新

思路，公司通过互联网争取到了很多文旅、生态

结合的合作项目，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说出了

我们共同的心声。我们要把银肯塔拉打造成全

国沙漠治理示范区。”埋在李布和心里的那个绿

色生态梦，正在变得愈发丰满、有底气。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倡导发展生态

旅游。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当地政府投资建

设了占地面积 500 亩的集中居住区，将分散在

沙漠腹地的两个自然村 36户牧民搬迁至此，鼓

励农牧民转租沙漠、发展沙漠旅游服务业，进

行生态修复和集约化种植养殖。如今，村民们

办起了农家乐，开上了越野车，小日子一天天

红火起来。

昔日让人谈之色变的黄沙，如今正在变成牧

民们发家致富的“绿色银行”。在乌审旗采访时，

记者遇到了 1970 年出生的青克乐，他是乌审旗

苏力德苏木通史嘎查牧民，祖辈五代人生活在毛

乌素沙漠腹地。“从我祖父那辈人开始种树治沙，

到现在大部分草场都种有柠条、苜蓿等，沙漠基

本得到了治理。”如今青克乐家有草场近 8000

亩，饲草料基地 147亩，标准化棚圈 1400平方米，

饲养着 1100多只细毛羊和 60多头优质肉牛。近

两年，他们一家三口年收入突破了百万元。

牧民乌云达赖在毛乌素沙地深处承包了

7000亩沙地种植沙柳。“沙柳既能防风固沙，又能

当牛羊饲料，枝条还可以卖给生物质电厂。”自从

承包沙地种植沙柳，他家一年多收入 3 万余元。

目前，像乌云达赖这样为内蒙古毛乌素生物质热

电有限公司种植沙柳的当地牧民已有200多户。

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孙国吉认为，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荒漠化防治已经走出了一条

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化路径。沙

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有效促进了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给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茫茫大

漠正在迸发出新的、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沙区人

民也将在这条幸福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 本报记者 于 泳

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有啥变化

茫茫无际的沙漠，是人类面对的最可怕也是最顽固的敌人之一。在毛乌素沙地、库布其沙

漠，荒漠化治理一直是困扰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一大难题。经过几代治沙人的不懈努力，昔日

的“不毛之地”变身绿色家园，焕发新的生机。生态美则产业兴，沙区人民不仅探索出了一条

科学治沙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还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增收致富，为当地经济带来

新的增长点。经济日报记者走进沙漠腹地，探索沙区人民“治沙致富”的幸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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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城市，只需动动手指，几秒钟就能完

成转账汇款，银行网点越来越多的自助机具

代替了人工柜台——2020 年上半年，全国共

有 1300 多个银行分支机构关停，其中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关停数量居前。

可是在一些偏远地区，还有人需要跋涉

上百公里，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到银行网点

完成这些简单的业务。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

银行机构不断加大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力

度，一些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调研采访

中，记者发现以农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正在

探索金融服务如何实现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其实，线上与线下并非对立，完全可以统一

起来。例如，在贫困地区的银行网点，智能设

备也有相当的数量，并且会根据情况提供少

数民族语音导航等特色服务。银行基层员工

在做好线下服务的同时，也在辅导客户使用

手机银行，还会引导小微企业在扶贫商城售

卖自己的产品。而在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提

升的边远山区，线下服务网点还有其不可替

代性。

银行要赢得客户，仅有线上的便捷或是

线下的柜台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怀着服务客

户的真心。线上服务带来便利，线下网点可

以为线上引流提供更多想象空间。

希望有更多金融机构加入到服务基层的

队伍中来，让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深入乡镇、

村庄，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的金融便利。

告别黄沙漫天是如何做到的告别黄沙漫天是如何做到的
——毛乌素沙地毛乌素沙地、、库布其沙漠荒漠化治理调查库布其沙漠荒漠化治理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常 理理

贫困地区除了基础设施缺乏，往往也是金

融服务的薄弱区域。在雪域高原，在茫茫戈壁，

在边陲小镇，在大山深处，群众的基础金融服务

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存取款是否方便？近几年

又在发生着哪些积极改变？记者近日到各地采

访一探究竟。

网点4个人工柜台全开，大厅里10余名客户

等待叫号；每台智能设备前都有工作人员指导客

户办理业务；智能设备上均配有少数民族语言菜

单和语音导航服务……这是记者在中国农业银

行四川越西县支行营业网点看到的一幕。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推进，外

出务工的农民有汇款需求，当地的合作社有贷

款意愿，各级扶贫资金、惠农补贴也需要发放渠

道。于是，在大城市少见的银行网点客户盈门

现象，在四川、贵州、青海等省份的县城、村镇却

相继出现了。

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崔勇表示，

农行全力打造的“人工网点+自助网点+惠农通

服务点+互联网线上渠道+移动金融服务”五位

一体的新渠道体系已经初显成效。自 2019 年

以来，农行在贫困县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已新建开业物理网点 212 个，辐射周边

乡镇 600 余个，直接服务和辐射周边群众超

1200万人。

四川省昭觉县特布洛乡村民曲木尔洗说：

“10年前我就办了惠农卡，平时领补贴、办贷款

都用它。过去取钱都要到昭觉县城才行，现在

村里有了惠农通服务点，还有移动金融服务车

定期到村镇、集市办理业务。”

在少数民族地区，客户不会签字现象较为

普遍。但这些客户在网点办理业务的比例又非

常高。2019 年 12 月，农行选择四川昭觉支行

作为电子指纹签名功能首批试点行。指纹签名

功能上线后，客户手指轻按就能便捷办理业

务，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截至 2020 年 11 月

底，这项业务已在四川凉山、甘孜、阿坝三个

地区 126个农行网点全面上线，日均办理电子

指纹业务400多笔。

建了网点，有了新设备，只是具备了提供金

融服务的基本条件。一个网点还能做更多的事

情吗？农行的基层员工们给出了答案。

2019 年 9 月 26 日，农行湖南省怀化市麻

阳锦和支行开业了。这是农行系统内首家贫困

地区乡镇 5G 网点。左婷苗是该行的内勤行

长，她和同事们用上了全新技术，为每一位来

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提供不同于传统网点的服

务。运营一年多时间，他们用新设施举办了

40 多次小讲堂，讲解信贷、识别假币、反电

信诈骗等知识；利用多媒体屏幕，给乡亲们推

送金融产品信息及政府扶贫政策；通过智慧货

架销售当地土特产，即便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的情况下，2020年销售额仍达到了 160多

万元，惠及贫困人口 2100 多人。左婷苗说：

“有了5G智慧网点，能够做更多事情，可以更

直接、方便地服务乡亲们。”

在干旱少雨、多风寒冷的青海省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镇，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基

础设施薄弱、金融服务缺位成为困扰当地农牧

民的难题。以前，当地居民办理业务要去 200

公里外的德令哈市，坐车来回需要三四个小时，

费时费力。2019年 10月，农行海西分行大柴旦

支行开门营业。干净整洁的营业大厅、划分清

晰的服务区域、快捷方便的智能设施、温暖舒心

的网点服务使当地群众免于奔波之苦，金融服

务的体验感得到了有效提升。

距离大柴旦镇 70 公里外的马海村是青海

唯一的哈萨克族村落，也是距离大柴旦镇最远

的村落。为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大柴旦支行

在村里设立了“惠农通服务点”，使村民足不出

村就能实现取款、消费、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

如今，一个服务点、一张银行卡、一部 POS 机、

一台验钞机搭建起的平台，已基本满足了马海

村村民的金融需求，当地农牧民还可通过该平

台领取养老金和各项“三农”补贴。

2020 年 12 月 15 日，农行在贵州省毕节市

野马川镇和四川省凉山州螺髻山镇的两个新建

网点正式开业，这也是该行加大贫困地区网点

建设、不断延伸服务网络的最新进展。“以网点

为依托，通过带动惠农通服务点、投放移动金融

服务车等方式服务好周边乡镇，目前农行在贫

困地区的网点已达 3800多个，县域网点覆盖率

达 100%。其中海拔 3000 米以上的营业网点有

541 个，海拔 4000 米以上的营业网点有 227 个。

我们努力为地域偏远、条件艰苦地区的群众解

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中国农业银行

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范晓东说。

让方便快捷金融服务深入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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