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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福 建

今日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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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多山，多水，多绿，森林覆盖率
多年居全国第一；至2015年底，连续37年
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

今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要求推动一些
难度较大、确需先行探索的重点改革任务在
福建先行先试，发挥福建改革“试验田”作
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引领
带动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其实，围绕如何点绿成金，福建早已迈
出探索的步伐——原本“吃力不讨好”的治
污成为市场的“新宠”；“只见芝麻难见西
瓜”的远期效益尽快“变现”；加重负担的环
保投入转而变身赢取竞争优势的“制胜利
器”。

治污有价——
探索市场化机制保护环境

治污难，一难在技术和投入，二难在只
见生态效益不见市场利益。一定如此吗？

龙岩是一座资源型城市，煤炭等14种矿
产资源量居全省第一。距市区仅5公里多的
红石山上，就有3个中型煤矿和200多个无证
小煤矿以及伴此而生的小冶炼、小铸造等
“五小”企业。开采挖掘几十年，红石山遍体
鳞伤，处处塌陷。既是生态恶地，又是地质
灾害险地。

2008年，新罗区政府下决心关停红石山
上所有企业，进行生态修复，显然，这是一

场工程浩大、耗资甚巨的工程。请进过一家
企业，仅前期勘测、调查就花了1亿多元，
再也干不下去了。

林文出场了。林文，当地一家规模靠前
的民营煤企经营者，拉着当地一家水泥民企
一起接盘。

林文说：“原因也简单，一是自身转型需
要；二是懂开矿，了解治理技术和难点；第
三点最重要，地方政府支持。”当地不仅同意
股权全部转让，而且优惠条件和治理标准不
变——全面完成3513亩“伤地”生态治理，
其中1150亩可用于地产开发。

这样的支持，成为红石山成功修复的关
键。由于一度资金周转困难，林文甚至有了
“跑路”的想法——修复塌陷和关停“五小”
所需的资金量太大，为能确保准确无误修
复，他们在全省首次采用了原本用于找矿的
“超声波物探”技术，探测可达地下150米；
有土层宜绿的地方全部绿化；下陷区域则修
成人工湖。

今日红石山，焕然变新城。学校、医
院、社区一应俱全，绿化率70%以上。“截至
目前，修复投入已耗资6.8亿元，所有‘五
小’均顺利关停。”林文告诉记者，“这期间
当地政府从未给我们断过已修复土地挂牌转
让后的资金供给。”

物质是一种财富，生态也是一种财富；
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生态文明建
设同样也离不开市场的力量。这是第一个答
案。

“绿”能生金——
化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

种树人称种树是“种银行”。“绿色银
行”好是好，却易“存”难“取”。可非得直
接取吗？

山多、树多，生态好，纠结也不少。
杨立忠是武夷山市林业局局长。福建获

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后，武夷山成为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域。杨立忠的任务就是确保
九曲溪上游流域生态环境，用10到15年时间
开展“青山赎买”，收储 6.6 万亩人工商品
林，将其改为生态林。

武夷山，福建标志性符号之一，景秀，茶
香。武夷岩茶名闻四海，前些年茶好价高，有人
便毁林种茶，导致水土流失。以往无论下多大
雨都一水清清的九曲溪，时见混浊。

要美景还是要富裕？要生态还是要发展？
不止是武夷山，也是整个福建的两难选择。

家在九曲溪上游星村镇黄林村、办茶厂
已10年的孙硷有发现：制出的茶质量越来越
参差不齐。“其实就是生态的问题。生态好的
地方，茶品有保障；不好的地方，施肥用药
就多，再好的品种也没用。”

道理明白了，决心就好下。2008年，武
夷山开始全面禁伐各类林木；2011年，不再
批建新茶园；至2015年，除了国家和省级生
态公益林外，武夷山市还在全省第一个给自
己增划了20.2万亩市级生态林，对群众的补
贴标准不变。后来又再加6.6万亩，市财政每
年掏2000万元，收储标准是每亩2200元，去
年一年就收储2100多亩。

显然不够快，但“碗”就这么大，怎么
才能让“饭”装得更多呢？

今年杨立忠设计了一个新方案：由
“赎”改“租”。“同样的钱可以办更多的事，
而且延续林改成果——产权不变、贷款继
续，还能让林农兼职管护，既提高生态维护
能力，又额外增加收入。”

这样一来，花钱是不是更多呢？“只多花一
点，但可以为我们赢来更大的效益。”武夷山市
常务副市长谢金润另有一套“发展公式”——
今年7月6日，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与
他们签订了一份授信合同，以武夷山生态文明
品牌这个无形资产为抵押，授信金额 200亿
元！“这种投资与授信，目前越来越多。”

生态是无价的，也是有价的。改革和创

新，就是要学会把无价转化为有价。这是第
二个答案。

“优者通吃”——
环保倒逼创新发展

环保投入无终点。对于企业只是负担
吗？对于地方只是苛责吗？换个视角，其实
相反。

一场堪称纸业生产的革命性创新，眼下
正在三明市青纸公司中酝酿。推动这场创新
的，就是生态价值。

青纸是家老国企，专业生产高强度牛皮
纸。造纸是制污、排污大户，青纸也不例
外，它一家排放的COD（化学耗氧量）总

量，几乎占全市一半。“这意味着，我们若不
减下来，全市工业都难以发展。”公司负责人
张发柳说。其时，福建已实行减排总量控制。

2011年，青纸的COD标准从350降到国
标 90以下。折算下来，相当于分别产生了
3194.1吨、174.1吨和285.14吨的COD、氨氮
和二氧化硫可交易排污权。2014年，青纸成
为福建第一家实施排污权交易的企业，减排
带来的净收益超4000万元。
“更关键的是为新项目腾出了空间。”这

个新项目应用的是世界上首个物理制浆生产
工艺技术，“如果成功，不仅可再降低90%的
污水排放量，而且将改写化学制浆的历史。”
张发柳介绍。

破坏生态，要付代价；顺应生态，可得
差价。

2014 年，福建开展环境资源有偿化改
革，首批对钢铁、造纸、皮革、化工等8个
行业实行“所有新建工业项目的排污总量指
标均需通过交易获取，不再进行无偿调剂”。
三明将这项改革覆盖至所有行业及扩建项
目。同时，为鼓励环保“优者进、差者退”，
又创新了“排污权抵押”，清流县东莹化工公
司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东莹生产一种新型制冷剂，2002 年投
产，各项排污指标均达标。2014 年扩产，
2016年建成。按规定先从海峡交易所购买了
49吨二氧化硫指标。在这两年的建设期中，
指标还可以抵押贷款。

“以前规定，贷款必须凭建成验收后发放
的排污权许可证，且只能专项用于购买排污
权。”福建海峡银行三明分行总经理陈上经告
诉记者，“现在只需凭交易凭证就能质押，且
使用范围扩大到基础建设等。”

让“优者通吃”，而非“强者通吃”。生
态可以产业化，产业也能生态化，同样需要
运用价值规律，环保倒逼才能充分发挥其威
力。这是第三个答案。

根据福建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福建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推进的38项改革今
年将完成15项，明年完成17项，2018年完成
6项。

福建正在探路。

生态文明建设的福建试验
本报记者 蒋升阳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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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郑倩）福建省旅游
局近日通报了近期该省A级旅游景区
整治情况。据悉，此次专项整治行动
亮出“重拳”，对19家出现严重问题
的 4A 级和 3A 级旅游景区进行了处
理。其中，厦门海沧大桥旅游区等5
家景区被摘牌；惠安崇武古城风景
区、武夷山东湖景区等5家景区被给
予严重警告，限期6个月整改。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自8月启动，要
求县级旅游部门对辖区内A级景区百
分百明查全覆盖，地级市旅游部门暗访
景区数量占到本辖区内旅游景区总数
的50%以上，福建省旅游局对该省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按20%比例进行抽查
暗访。整治重点包括了景区安全管理、
服务质量、厕所卫生、公共基础设施、市
场秩序、讲解服务、景区价格等7个方
面，其中，福建省旅游局对部分4A级景
区组织开展了质量等级复核。

据悉，这批4A级和 3A级景区被
处理的原因是景区管理水平、服务质
量和生态环境出现明显下降，有的存
在管理弱化、服务退化、设施老化、
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甚至在旅游安
全、环境卫生、服务质量、市场秩
序、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严重隐患或
不达标情况。福建省旅游局要求受处
理景区切实开展整改，确保国家A级
景区服务品质，整改不到位的景区将
根据验收（包括暗访）结果处理。

13家 4A级旅游景区处理情况如
下：

1、撤销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景区（1家）：厦门海沧大桥旅游区；

2、4A级降为3A级旅游景区（1家）：
漳州市龙佳生态温泉山庄；3、给予严
重警告并限期6个月整改的4A级景区
（3家）：三明侠天下景区；莆田中国
古典工艺博览城；惠安崇武古城风景
区；4、给予通报批评的4A级景区（8
家）：福州鼓山风景区；于山景区；福

州市国家森林公园；福清市石竹山景
区；永泰县青云山景区；武夷山大安
源生态旅游区；漳州马銮湾景区；漳
浦滨海火山国家地质公园。

6家3A级旅游景区处理情况如下：
1、撤销3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景区（4家）：福州皇帝洞生态旅游景
区；福州市长乐董奉山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漳州平和名峰山景区；古田翠屏
湖景区；2、给予严重警告并限期6个月
整改的3A级景区（2家）：龙岩长汀汀江
源龙门风景区；武夷山东湖景区。

（据新华网）

福建出重拳整治旅游环境
19家A级景区被摘牌或警告

首届世界杯武术套路比赛近日在福州举行，比赛吸引了

世界各国选手前来参赛。

上图：中国选手王地获得南拳项目冠军。图为王地在领

奖台上。

左图：伊朗选手哈尼?拉贾比获得刀术项目季军。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本报厦门电（记者李林宝）2016海峡两岸（厦门）国学院长论坛，
22日在此间举行，来自两岸名校的国学大家受邀齐聚海沧，为海沧经济
发展和耕读文化传扬建言献策。

由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管委会主办，北大国学研究院、人大国学
院、武大国学院等协办的本届论坛，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武
汉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台湾大学、台湾奉元
书院、台湾海洋大学等两岸名校的国学院院长和知名国学研究专家，围
绕“耕读在两岸，文明共承传”主题，展开6场主题论坛研讨，深入把
脉、解读海沧耕读文化，为海沧耕读文化的进一步传扬提出真知灼见。

论坛期间，武大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台湾奉元书院原理事长、东吴
大学讲座教授徐泓，厦大国学院院长陈支平，人大国学院副院长乌云毕
力格等两岸国学大家先后发表了主题演讲。

海沧台商投资区作为大陆设立最早、面积最大的国家级台商投资
区，因台而设，因台而兴，历经多年发展，已成为闽台乃至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的重镇。“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当前，海沧正依托社区书
院，持续传承耕读文化，形成良好家风、社风，培养民众开放包容心
态，打造融合开放的城区。

论坛期间，国学大家还深入海沧天竺书院、香草园、青礁村院前
社、青礁慈济东宫等，近距离感受、了解海沧的耕读文化。

两岸国学大家聚会厦门

为海沧传扬耕读文化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