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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年来，，全国各地到浙江安全国各地到浙江安
吉学习取经的人络绎不绝吉学习取经的人络绎不绝。。人们人们
要寻找同一个答案要寻找同一个答案——曾经名不曾经名不
见经传的安吉究竟是如何脱颖而见经传的安吉究竟是如何脱颖而
出出，，在绿色发展中迅速崛起的在绿色发展中迅速崛起的？？

在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山””重要论述发源地安吉余村重要论述发源地安吉余村，，
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整洁舒适整洁舒适
的乡间民宿和沉醉其中的中外游的乡间民宿和沉醉其中的中外游
客让前来客让前来““取经取经””的人惊羡不的人惊羡不
已已。。

牢记当年习近平同志牢记当年习近平同志““绿水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指示的指示，，余余
村人卧薪尝胆十几年村人卧薪尝胆十几年，，终于把一终于把一
个小山村变成了国家个小山村变成了国家 33AA 级旅游级旅游
景区景区，，全村人都成了旅游发展的全村人都成了旅游发展的
参与者和受益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不只是余村不只是余村，，
沿着封山护水沿着封山护水、、生态复绿生态复绿、、生态生态
旅游这条绿色发展路径旅游这条绿色发展路径，，安吉的安吉的
187187个村个个美丽如画个村个个美丽如画，，乡村旅乡村旅
游游、、民宿经济在自然和谐又独具民宿经济在自然和谐又独具
特色的生态环境中声名远播特色的生态环境中声名远播，，不不
久前这里还被亚太旅游协会授予久前这里还被亚太旅游协会授予
国际乡村生活示范地称号国际乡村生活示范地称号——安安
吉旅游模式由此走向世界吉旅游模式由此走向世界。。

要好山好水就需要舍弃部分要好山好水就需要舍弃部分
眼前利益眼前利益——这大道至简这大道至简，，却是却是
知易行难知易行难。。比如安吉余村当年关比如安吉余村当年关
停厂矿停厂矿，，如同给印钞机断了电如同给印钞机断了电，，
大多数人是想不通的大多数人是想不通的，，老百姓觉老百姓觉
得手里的金饭碗生生被端走了得手里的金饭碗生生被端走了。。
但是十多年后但是十多年后，，余村作了一项民余村作了一项民
意调查意调查，，让大家在挖山卖石与绿让大家在挖山卖石与绿
色发展两条路中重新选择一次色发展两条路中重新选择一次，，
几乎所有人都毫不犹豫选择了后几乎所有人都毫不犹豫选择了后
者者。。这一扬一弃这一扬一弃，，尽显余村人不尽显余村人不
断固化的生态自觉断固化的生态自觉。。

是事实教育了所有人是事实教育了所有人。。曾经曾经
为修复生态流汗流泪的人们深知为修复生态流汗流泪的人们深知
竭泽而渔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会带来什么杀鸡取卵会带来什么
样的灾难样的灾难，，他们被保护生态环境他们被保护生态环境
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唤醒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唤醒，，坚信只坚信只
有绿水青山才是能造福子孙的金有绿水青山才是能造福子孙的金
山银山山银山，，以前为此所做的所有牺以前为此所做的所有牺
牲都是值得的牲都是值得的。。

好的生态环境是金字招牌好的生态环境是金字招牌，，
这块招牌能把风景变成产业这块招牌能把风景变成产业，，将将
美景转化为生产力美景转化为生产力，，更能将生态更能将生态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招徕有眼招徕有眼
光的投资经营者光的投资经营者，，持续巩固旅游持续巩固旅游
业战略支柱产业地位业战略支柱产业地位。。在安吉在安吉，，
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中外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中外

““农业创客农业创客”，”，他们带着热情他们带着热情，，带带
着资金着资金，，带着与绿色发展理念契带着与绿色发展理念契
合的梦想来到这里大显身手合的梦想来到这里大显身手。。远远
山山、、近水近水，，竹林竹林、、花海花海，，农庄农庄、、
民宿民宿，，小火车穿行其间小火车穿行其间，，老人孩老人孩
子绽开笑脸……这样一幅百姓子绽开笑脸……这样一幅百姓
富富、、生态美生态美、、游人乐的幸福画游人乐的幸福画
面面，，正是全国上下建设大生态正是全国上下建设大生态、、
发展大旅游的至高追求发展大旅游的至高追求。。

天地与我共生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万物与我为
一一。。现代游客对高品质的生态环现代游客对高品质的生态环
境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境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
全方位全方位、、全地域全地域、、全过程地加强全过程地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现阶段已经成为现阶段
全国的潮流与共识全国的潮流与共识，，大旅游发展大旅游发展
蓝图正在落地成为现实蓝图正在落地成为现实。。越来越越来越
多的人坚信多的人坚信，，只有把绿色永续发只有把绿色永续发
展理念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展理念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实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家园才有家园才有
未来未来，，游客才有远方游客才有远方。。

有绿有绿水青山水青山
才有才有远远方方

赵秀赵秀芹芹

在两难中学会选择
有所为，有所不为

天目山余脉余岭脚下，就是余村。
曾经开矿的炮声和机器的轰鸣早已远去，

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里，余村人笑声盈
盈：“不开矿，不办水泥厂，村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近 3.6 万元，全村经济总收入 2.52 亿
元。”如今，平均每天有25个来自全国各地的
学习团前来“取经”。余村，已成为中国生态
文明之路上的一个坐标。

2005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第二次来到安吉
调研。在余村村两委会议室，村干部在汇报关停
三座矿山和一座水泥厂时，流露出一丝不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肯定地
说。习近平谆谆告诫，既然要“生态立县”，
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
推动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增长不是发展。

20多年前，安吉只争朝夕追赶现代化。余
村人靠着山上优质的石灰岩，自办水泥厂，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00多万元。GDP一路高速
增长的红火，却掩盖不住溪流浑浊、烟尘漫天
的黯淡。1998年，安吉在国务院开启的太湖治
污“零点行动”中受到了“黄牌警告”。在整
治任务的倒逼下，县委、县政府当年就投入
8000多万元铁腕治污。不久，大竹海吸引导演
李安前来拍摄 《卧虎藏龙》，也带来了一拨拨
大城市游客。

安吉人初尝“生态”的馈赠，在 2001 年
确立了“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并在 2003
年提出创建全国首个生态县。余村也下了狠
心，相继关停矿山和污染企业，但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直降到20多万元。

纠结和苦闷之时，习近平的一席话指明了
方向。当时的县委班子调整思路、果断决策，
提出“坚持生态立县、突出工业强县、加快开
放兴县”。这些年，安吉县历届领导班子对三
大战略始终坚守不渝，所有引进项目都严格执
行一条高压线：污染项目不进来，进来项目不

污染。从 2005 年到 2016 年，安吉地区生产总
值年均增幅 12.5%，境内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
以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曲线同向而行、
同步而进。

在困境中找到转机
不“竭泽而渔”，也不“缘木求鱼”

靠山吃山是“竭泽而渔”，困守青山是
“缘木求鱼”，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安吉瞄准了三大产业。

走进安吉，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竹林。一
支竹子通过安吉人的巧手变成了能吃 （竹
笋）、能喝 （竹饮料、竹酒）、能居 （竹房屋、
竹家具）、能穿 （竹纤维衣被毛巾袜子）、能玩

（竹工艺品）、能游 （竹子景区） 的时尚用品，
形成了七大系列 5000 多个品种。2016 年，全
县108万亩竹林创造了200亿元的竹业产值。

“凡是有城市的地方，都有安吉椅业的产
品，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人坐享安吉椅
子！”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朱长岭的这句话，
是安吉椅业的真实写照。截至 2016 年，安吉
从事椅业生产、销售的企业有700多家，年销
售收入 317 亿元，占国内椅业市场的三分天
下，而且出口到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
了安吉第一大支柱产业。

如果说竹产业和绿色家居产业是在传统产
业上转换了新动能，那么安吉的旅游产业更是
令人刮目相看。

盛夏的安吉，人流如潮。县旅委副主任罗
福娣介绍，进入7月后，全县10个漂流景点每天
接待游客 5 万多人次。董岭村是一个只有 300
人的小村，但由于是安吉最高山村，早晚都要穿
春衣，成了长三角地区有名的“避暑天堂”，“现
在村里长住的客人有4000人，7、8、9这3个月家
家爆满。”村党支部书记王文贤说。

旅游产业是安吉的一个新兴产业，安吉
用建设中国最美县域做统领，抓住了全域旅
游这个核心，187 个村如同 187 幅画，村村是
景区，处处都能游。2016 年全县接待国内外

游客 1924.8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33.16 亿
元。今年 4 月 11 日，国家农业部在安吉召开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大会，推广安吉的
经验，7 月 17 日，在安吉召开的第二届国际
乡村旅游大会上，亚太旅游协会授予安吉国
际乡村生活示范地称号，安吉旅游模式由此
走向世界。

在矛盾中看到统一
既保护生产力，又发展生产力

在县委书记沈铭权看来，现代经济社会越
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越高，生态环境越
好，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集聚力就越强，

“绿色动能”会成为安吉赶超发展的最强动能。
立足“绿色”这一最大优势，安吉已成为海内

外客商的投资目的地。投资170多亿元的上影安
吉影视产业园，将形成涵盖电影学院、影视博物
馆、影视拍摄及后期制作中心等各种主题的新型
业态；总投资100亿元的海游天地度假城项目顺

利推进，这是海游度假集团成立后投资的国内首
个Odalys（法国第二大旅游品牌）度假品牌项目；
一向在大都市布局的美国万豪集团，在安吉开出
了中国首家县级“JW万豪酒店”……

此时的安吉更加清醒，选择项目更加挑剔
严格，坚持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目标，以
绿色发展理念，吸引了一大批环境友好型项目

落地。目前安吉在建的174个绿色项目，总投
资达 1500 多亿元，据统计，这批项目全部竣
工后将为安吉新增4500亿元以上的产出。

曾经偏僻落后的山川乡，全乡都打造成为
国家 4A 级景区，有 30 多个休闲度假项目在
建。乡党委书记邱竞明说，项目落地的重要标
准是“百姓、政府、项目方都得益”，要实现
项目和所在地的“共同成长”。

县长陈永华说，绿色在安吉如今不仅是一
种颜色，更是一种理念。从山上有绿色到心中
有绿色，安吉人守住了这份难能可贵的绿，使
得气净、水净、土净。安吉一定要当好“两
山”实践模范生和样板地，在绿色发展中率先
崛起，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
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
要论述，12年来，安吉人高举“两山”旗
帜，把绿色变成一种永续发展的理念、
自觉自愿的行动，绿水青山由此也奇迹
般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安吉由一个欠
发达县一跃跻身全国百强县行列。

有着72%森林覆盖率、75%植被覆
盖率的安吉，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环
境与财富、人与自然三对关系，走出一
条绿色发展之路，给人以诸多启示。

安吉：绿水青山闪金光
陈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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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态文明建设当好规划师
沈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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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伊春林区各地都把让本地职工致富作为发展
的一个大课题，“放下锯斧种灵芝”成为选择之一。 来源：百度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伊春林区各地都把让本地职工致富作为发展
的一个大课题，“放下锯斧种灵芝”成为选择之一。 来源：百度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
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
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
建设并列的高度，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作为一名有着 35
年从业经验的旅游规划和产业规划专家，我更
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付出和努力，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
一科学论断，可以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形
象化表达。我和同事们在全国 100 多个省、
市、县、乡进行旅游规划、产业规划和美丽乡
村建设时，始终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这条主线进
行。在我看来，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与3个
方面有效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效
应。

生态文明建设要与绿色产业发
展相结合

“十二五”期间，北京金必德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帮助云南普洱市编制建设国家绿色经
济试验示范区规划时，提出在做好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础上，要重点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产
业发展相结合，在普洱市建设四大绿色产业基
地，即特色生物产业基地、清洁能源产业基地、
现代林产业基地和休闲度假养生产业基地。

2014 年，《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
示范区发展规划》通过国家发改委等各部委组
织的评审。经过5年的发展建设，普洱市的生
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产业发展取得了非常显著的
效果。2016年，普洱市全市森林面积达304.87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68.83%，高于云南省和
全国水平，甚至高于欧盟等发达国家水平。发
展生态茶园、咖啡和生物药及清洁能源，同时
积极发展“旅游+”，实现旅游总收入168.36亿
元，同比增长 56.59%。绿色 GDP 增速高于传
统 GDP2.1 个百分点，四大绿色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52%，千家万户的农民通过种植
普洱茶、咖啡、核桃、铁皮石斛等，脱贫致
富，充分享受到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产业发
展所带来的红利。2017年1月15日，在北京举
行的第三届绿色发展与生态建设新标杆盛典
上，普洱市荣获 2016 创建生态文明标杆城
市称号，是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生态文明建设要与特色产业发
展相结合

在为黑龙江伊春市做“十三五”期间的绿
色产业发展及休闲度假产业规划期间，我们了
解到，在国家规定生态林不能砍伐后，小兴安
岭林区职工的收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
有效兼顾生态和民生需求，在保护绿水青山的
同时还要注重发展特色林下产业。

伊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地理环境，

我认为有三个特色产业需要重点规划和开发。
一是加快发展林下药材种植，扩大伊春药品食
品种植面积，在稳步推进林区栽培的同时，重
点发展林下栽培和改培，推进林药复合生产模
式，大力发展林下参、五味子、串地龙、刺五加等
北药种植基地。二是做好绿色森林食品开发，大
力发展蓝莓种植、蓝莓酒生产和蓝莓饮料的开
发，扩大林下黑木耳种植规模，扩大反季节香菇
和优质猴头菌生产规模，积极研发推广营养型、
功能型食用菌生产技术。三是大力发展优质蓝
莓浆果产业，延伸蓝莓精深加工产业链，将蓝莓
产业打造成为伊春最具影响力和最具品牌价值
的核心绿色支柱产业，带动林场职工的收入水
平的提高。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伊
春视察期间，提出了“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建设要与美丽乡村建
设相结合

在为福建永春县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金必德研究院明确提出
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树立“绿色生态是重要生产
力”的发展理念，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减少水源
地养猪、养鸭和面源污染，加大对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的力度，做好城镇乡村的污水处理系统改
造和环境卫生工作。努力做好全县生态文明建
设，以“山水名城、特色乡镇、美丽乡村”为规划
建设的发展目标，率先打造“闽南侨乡”生态文
明县。

按照在条件成熟的乡镇进行高水平的“一
村一规划”的设计原则，永春县对 30 多个乡
村进行了系统改造，恢复了美丽乡村的田园、

荔枝园、茶园、稻园、水果园的建设，恢复了
闽南建筑风格的民居、民宿和农家乐，同时政
府还斥巨资改造桃溪两岸，打造清水休闲游览
体系，做好环境治理和河道治理。通过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当地居民和城市
游客在这里看见了山、望见了水、记住了乡
愁。由于永春县长期坚持以保护生态作为美丽
乡村建设的最高标准，成为了福建省乃至全国
著名的“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打响了永春
美丽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品牌。

（作者为北京金必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

夏季采摘时节的伊春夏季采摘时节的伊春蓝莓种植基蓝莓种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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