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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从白鹭飞边转，云在青山缺处生。”

九山半水半分田，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的

重要生态屏障，全省 88 个县（区、市），有 69 个在

长江防护林保护区范围内，16 个县（市）被纳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2016 年 6 月，贵州省被列为我国首批 3 个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2017 年，《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印发。

“十三五”以来，贵州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大力实施大生态战略，积极推进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厚植生态底色、培育绿色动能，

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牢守底线建设绿色家园

到 2020 年底，贵州森林覆盖率达到 60%，全

省 县 级 以 上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达

98.3%，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100%。

“绿水青山已成为贵州的亮丽名片！”贵州省省长

李炳军说。

这个春节假期，铜仁市思南县关中坝街道沙

洲社区村民杨昌洪守着草莓大棚乐开了花：“来

采摘草莓的游客把能摘的都摘了！”

在乌江上捕了 30 年鱼的杨昌洪，2017 年响

应国家号召退捕上岸，主动参加县里组织的种植

技术培训，拿出积蓄和退捕补偿费共 10万元，在

乌江边流转 4亩地种植大棚草莓，每年纯收入超

4万元。

“虽然转型的过程很痛苦，但能够让过度捕

捞的乌江得到休养生息，让子孙还能看到一江清

水，值得！”杨昌洪说。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乌江水生态环境问题

一度十分突出，尤其因涉磷企业集聚，企业排污

以及成堆露天堆放的磷石膏致使总磷常年超标，

局部河段一度变成了“牛奶河”，成为贵州八大水

系水质达标率最低的河流。

建设绿色家园，贵州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为改善乌江流域水体水质，贵州从 2017年全

面取缔“网箱养鱼”，共投入逾 18亿元，拆除网箱

3.35 万亩，实现了省内全流域“零网箱”;作为全

国磷矿主产区之一的贵州,在全国率先实施磷化

工企业“以渣定产”计划，将磷石膏产生企业消纳
磷石膏情况与磷酸等产品生产挂钩，倒逼企业加

快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2020年，贵州乌江干流水质年均值首次达到

Ⅱ类，首要污染物总磷年均浓度相比 2012 年下

降 93.0%，主要污染物高锰酸盐指数下降 28.6%，

实现了一江清水入长江。

除了减污，贵州也在增绿上做足功夫。自

2015年起，贵州省带动全省广泛开展植树造林活

动。2016年以来，贵州省累计完成营造林 2988万

亩，治理石漠化733.5万亩。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少波表示，该省在

做足“种”的文章的同时，更在“治”和“管”上下功

夫，织牢制度篱笆，层层压实生态责任，以严厉举

措守护绿水青山。

做强品牌兴起绿色产业

冒着料峭春寒，记者走进贵州省锦屏县铜鼓

镇大同石斛产业综合示范园。

“我以前是伐木工人，禁伐后就出去打工了，

石斛产业园建起来后，我回到家门口干活，附近很

多外出务工的人都回来了。”在示范园干活的吴隆

贵说。

锦屏曾是贵州出名的林业大县，森林覆盖率超

过70%。林业带来了八成以上的农民收入和六成

以上的地方财政收入，是名副其实的“木头财政”。

近年来，锦屏县发挥森林资源优势，探索出

了林上养蜂、林中种石斛、林下综合种养、林内休

闲康养、林外林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模式。

2020年，锦屏县“五林经济”总产值达8.6亿元，被

中国林学会授予“全国林下经济产业示范县”。

田少、地薄、坡陡、石多，贵州是全国唯一一

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农业生产条件底子薄

弱。在厚植绿色家底的基础上，贵州省全力推进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大力推动煤电烟酒等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发展文化旅游、大数据、

林下经济等能发挥资源优势的环境友好型产业。

贵州还充分利用大数据发展先行优势，深化农业

产销智慧对接、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

“黔菜网·贵州农产品大数据平台是全省首

个整合蔬菜农产品供应端和销售端信息的 B2B

平台。”贵州蔬菜集团董事长张文贵说，平台现有

基地动态、扶贫专区、供应大厅、采购大厅、冷链

配送、包装包材、黔城超市、价格行情等 8 个功

能，还能通过分析数据反过来指导生产，真正做

到产销对接，实现“黔货出山”。截至目前，黔菜

网·贵州农产品大数据平台已覆盖全省 88 个县

（区、市）、3731个基地。

依托生态优势，大数据、大健康、高效农业、

文化旅游、新型建筑建材等新兴产业异军突起，

成为贵州后发赶超的新动能。统计显示，2020 年

贵州省绿色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42%。

改革破题书写生态文章

2014 年 7 月，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法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实施，在诸多方

面体现了开创性：确立了政府、企业、公众在生态

文明建设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强调了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补偿、环境信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等制度。

2015 年 1 月，贵州又率先在全国出台省级

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着力构建具有贵州特

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法规体系。设立“贵州生态

日”着力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出台《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探索用法制化

手段破解生态环境损害中“企业污染、群众受

害、政府买单”的难题。

同年，贵州还出台了《林业生态红线保护党

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和《生态环境损害党

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将党委系统的干部

纳入问责体系之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压实领导干部的生态责任。

在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过程中，

贵州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摸索出了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重大制度成果。

2017年 2月，贵州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出台

相关暂行管理办法，4.59万平方公里被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区域，占该省国土总面积的 26%。在县

域试点的基础上，贵州编制了《自然资源统一调

查确权登记技术办法（试行）》，给绿水青山记下

了一本放心账、明细账、明白账。

而已经成功举办 10届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则着眼于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深化同国际社会在生态环境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响亮发

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声音”。

陈少波表示，贵州将在“十四五”时期继续

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把“绿色+”

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一步完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大引擎。

奋力推进“生态大保护”，持续做强“生

态大品牌”，奋笔书写“生态大文章”——优

良生态环境是贵州的比较优势，只有守护

好、运用好这一优势，才能使其成为贵州的

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守护好生态优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脱离生态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

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生态环境保护是缘木

求鱼。必须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生态与发展

的关系，走出一条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的发展新路。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中游的生态屏障，

贵州的生态环境基础良好，但由于特定的地

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又十分

脆弱，损害后非常难以修复和恢复。特别是

山高坡陡土层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和石漠

化；地表水、地下水相互连通，一旦被污染

极难治理和恢复。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的定力，施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用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呵护好生态

环境，在谋划工作时多些“生态+”的前置

思维，把绿色发展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之中。

运用好生态优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要条件。建设生态文明坚决不能走“先污

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守着绿水青

山苦熬”的穷路，而是要大力推进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转变发展方式，让绿水青

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因此，在发

展产业时要多些“+生态”的延伸思考，探

索出更多绿色发展的新方式新业态新路径。

贵州做出了示范，生态优势正在这里得到有

效发挥，绿色产业在稳步壮大，一个百姓

富、生态美的多彩

贵州正徐徐出现在

黔中大地上。

上图 被誉为“高原明珠”的贵

州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资料图片（中经视觉）

下图 工人在贵州锦屏县铁皮

石斛基地采摘石斛花。

杨晓海摄（中经视觉）

化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
吴秉泽

多彩贵州生态文明创新路
本报记者 吴秉泽

本版责编 陈莹莹 徐晓燕 美编 王子萱

“水质好了，污浊小水洼成了小滦河国家湿

地公园，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来木兰围场

的很多游客，都会来这里看看。”河北承德市围场

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乡的农户张兴说，这几

年，家门口的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成了他的聚宝

盆。春节期间，这里迎来了不少游客。

小滦河水域是滦河流域的一部分。去年，河

北省承德市大力开展了“八百里滦河水质保护工

程”，生态护岸、建设生态缓冲带、湿地建设、河道

生态修复……完工后将对京津冀地区生态支撑

和水源涵养起到重要作用。对滦河启动专项治

理，是承德市精心构筑水环境绿色屏障的缩影。

承德市有滦河、潮河、辽河、大凌河四大水

系，是京津重要水源地。近年来，承德肩负起京津

冀水源涵养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重担，破解流

域重点难点污染问题，着力构筑水环境生态屏

障，守护京津源头一泓净水。

河北滦平县张百湾镇山前村村民史艳波指

着滦河岸边的石笼护坝说：“我们用铁丝笼加固

网住石块而成的护坝，既能固定河岸防护水土流

失，还能利用石块中间的空隙给水草、绿植留下

生长的空间，是一种‘生态网格’。”

“滦河治理工程得益于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

横向补偿机制。”承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孙雷说，

2020 年，承德市整合滦河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河

流跨界断面生态补偿资金等约 4.5 亿元，启动了

21项河流水质保护工程。承德通过提升流域水生

态环境质量，以确保出境水质稳定达标，构筑起

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

为凝聚流域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承德还与北

京市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和张家口市共同签署

《密云水库上游流域“两市三区”生态环境联建联

防联治合作协议》，重点深化 8个方面协同合作；

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建立了水环境协调机

制，实行错时放水、错峰放水，有效缓解了汛期、凌

汛期和上游水库放水对水质造成的持续影响。

为了树牢水源保护刚性约束，承德市把重点

领域污染防治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目

标考核体系，严格落实“河长制”，实行河湖长、河

湖警长和河道管理员制度，创新实施地表水“断

面长”责任制，全力下好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一盘

棋”，实现了由“九龙治水”向协同保水的转变。

为阻断污染源头，严格环境准入，维护水生

态安全，承德实行全域禁限批水环境高污染行业

产业，逐步取缔退出已建造纸、印染等水环境高

污染企业，编制了《承德市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

区 和 生 态 环 境 支 撑 区 建 设 规 划（2019- 2025

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16617 平方公里，占全

市国土面积的42.06%。

“草场流转获租金、就近打工挣钱、售卖经营

赚现金，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每年可以给我带来

1 万多元的纯收入。”张兴感慨地说，滦河的好生

态在给京津输送一泓净水的同时，也给他和乡亲

们带来了好生活。

河北承德构筑水环境绿色屏障
本报记者 宋美倩

2月18日，小朋友们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清湖村油菜花田游玩。 李 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