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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月 15日，生态环境部
在南宁市召开第二批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县及第二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命名表彰会，腾冲市被命名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

这项荣誉激励腾冲全市上下
加快了进一步探索“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步伐，一场关乎全民、
为期近两个月的大宣传在腾冲开
展起来。“这场宣传贯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活动指向很明
确，就是要进一步解决如何将正在
践行并渐入人心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在全市每一个老
百姓心里落地生根，形成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腾冲绿色跨
越的思想原动力。”腾冲市委相关
负责人如是说。

森林覆盖率超 73%、自然保护
区面积占国土面积 7.6%、拥有“国
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等
光环的腾冲虽然拥有良好的生态
和丰富的资源，但还是面临着产业
发展层次依然较低、产业综合效益
和核心竞争力不强的挑战。市委、
市政府清醒地认识到，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

的统一关系，“只开发不保护是竭
泽而渔，只保护不开发是缘木求
鱼，寻找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协
调发展新路，推动两山相互成就，
激发腾冲现代化经济体系内生动
力。”腾冲市委相关负责人一语道
出了腾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推动转型跨越发展宣传贯彻
活动的内在逻辑。

这场宣传贯彻活动的目标十
分清晰：通过自下而上的“大讨
论”，广纳民智，探寻厚植绿水青山
的新办法、新举措，摸索将绿水青
山转换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方法，
直接推动腾冲市“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产业规划及项目数据库的
形成，同时达到提升了基层党建水
平、党组织工作效率和党员干部的
群众工作能力的目的。

这场活动激发全市上下以前
所未有之力度和决心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

“面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我
们宁愿不要GDP，宁愿不要税收，
也要及时处理好达标排放问题。”

“要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对全
市所有项目的环评等相关手续进
行一次‘清零行动’。”

“我们要绿水青山，首要任务

就是保护好生态环境，通过这次
大讨论找出问题所在，用 3到 5年
时间让所有河流变清。”

“水变清了不只是看着清，水
质还必须要达标，全市还存在很
多环境问题，不能沾沾自喜。”

腾冲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在“大讨论”中深入学
习领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深刻内涵，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决
心和力度空前。市委统战部向民
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征求到
加强环境保护、治理、成果转化方
面的多条意见建议；腾冲市水务
局向社会征集水环境保护治理方
面存在的问题，截至目前，所征集
到的相关意见建议超过万条。

探索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良
性互动的路径方法，是腾冲开展
这场宣传贯彻活动的另一个着力
点。参与的部门和各界人士，围绕
切实将腾冲的“绿水青山”生态禀
赋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
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优势，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打造“世
界健康生活目的地”各抒己见。市
工信局邀请 18家食品加工企业、8
家医药公司开展了工业产业领域

“查找短板、补齐不足，助推工业

转型发展”的专题讨论，为腾冲全
力打造健康食品、健康医药、健康
旅游、健康运动四大健康产业规
划、精准编制项目库提供了信息；
市商务局则先后邀请了全市 21个
外经贸企业和商贸行协会代表，
以如何推动外经贸事业发展转型
升级、如何加强全市再生资源回
收行业管理、如何加强绿色农产
品上线和溯源等为主题的专题讨
论，征集到多条有建设性和现实
意义的意见建议。

腾冲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优
势正逐步释放，成为“吸金生银”的
厚实基础，吸引着各路资本竞相涌
来。启迪控股、东方园林、安缦度假
酒店、悦榕庄、凤凰文旅、晨光生
物、新绿色药业等国内外著名企业
和品牌云集腾冲。仅 2018年一年，
腾冲市就签约引入外来投资项目
15个，合同协议资金达到 78.58亿
元，开展前期工作及发生投资的新
建、续建项目134项；实际到位国外
资金 987.7万美元，完成保山市下
达引进外资任务的 429.43%，到位
市外资金 247.01 亿元，同比增长
20.48%，其中，到位省外国内资金
达198.01亿元，同比增长8.79%。

本报记者 李继洪 文/图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走进善
洲林场，漫山遍野郁郁葱葱，仿佛
置身于绿色王国中。经过 30多年
的植树造林，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从
不足 17%提高到 97.17%，是名符
其实的“天然氧吧”，从荒山秃岭变
成绿水青山，又让绿水青山变成了
金山银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山
光水枯、一片荒凉，被称为“大亮
山”，当地群众的生活用水要到
六七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生
产陷入“一人种三亩，三亩吃不
饱”的贫困境地，生活十分艰难。
为了吃饱饭，村民大面积开荒种
地，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1988年 3月，杨善洲从原保山地
委退休，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
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组建大
亮山林场。他身先士卒带领大家
克服万难植树造林，一干就是 22
年，硬是把 5.6 万亩荒山变成了
绿洲林海。2009年 4月，杨善洲将
当时价值 3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
权无偿移交给国家，并谢绝了当
地政府的奖励。杨善洲去世后，
林场更名为“善洲林场”。

“截至目前，善洲林场已累
计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者
192.4万多人次，管委会举办各类
培训班 2574 期，9.23 万人次参
加，13个省部级单位、17个厅级
单位在基地挂牌开展合作办学，
学员来自全国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中央机关。”杨善洲精
神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管委会”）主任李亚林介绍，
多年来，善洲林场在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宣
传生态文明思想中发挥着积极
作用，已经成为全国有影响的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教育
基地和平台，是激励云南各族人
民群众凝心聚力、开拓进取、艰
苦创业、不懈奋斗的精神家园，
也是全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云南“争当生态文明排头兵”指
示要求的生动实践。

今年来开展的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评估结果显示，每年善洲林场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
9.61亿元，直接受益人口涉及姚
关、旧城、酒房共 3个乡镇 11个行
政村78个村民小组3万多人，间接
受益人口10多万人。李亚林说，林
场建成后，林区群众每年能直接获
得国家生态公益林补助 56万元，
更重要的是极大改善了周边乡镇
农业灌溉条件。在各级政府的关心
帮助下，管委会联动周边乡镇不断
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通过发展生
态养殖业、林下种植业、特色林果
业、特色无公害农产品加工业等特
色产业，不断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实现了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

如今的善洲林场，林木葱茏、
流水潺潺、空气清新，是集“生态体
验、红魂传承、森林探险、自然保
育”为一体的人文生态旅游胜地。
近年来每年接待旅游者25万人次
以上，旅游收入超过1亿元。

本报记者杨艳鹏 文/图

在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的
村落里，分布着胸径 50厘米以上
的参天大树 17000多株，其中 200
年以上的古木超过 2700株，很多
村子里经常能看到古木成群的
独特风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

“古树名木已经成为潞江镇
的一张绿色名片，正在发挥良好
的生态效益。”潞江镇副镇长郭明
树自豪地介绍说，仅丙闷(傣语意
为平坦的地方长满树）一个行政
村，就有百年以上古木 1600多株，
古木群落在该村随处可见。走进
丙闷村，记者见到近十株百年以
上大树形成的古木群落，这些古
木中，有 1200年的榕树、800年的
芒果树，令人惊叹不已。

在每一株古木上，都挂着一

块蓝色和一块红色的牌子。“蓝
色的是隆阳区古树名木保护牌，
上面标注着编号、树种名称、树
龄、保护级别、权属和生长位置；
红色的是党员古树名木保护牌，
上面标注着树名、树龄、党员姓
名、联系电话以及党员承诺等相
关信息。”丙闷村党支部书记郭
加伟介绍，在开展古木保护工作
中，实施镇、村、组三级党员干部
联合管护责任制，镇政府成立了
由镇长任组长的古木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各村还成立专门工作
组，实现同一株古木由镇、村和
村民小组共同管护。期间，镇政
府不定期对管护责任落实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我们要求每名党员每周要
对自己管护的古木开展一次巡

护，查看是否有人为或者自然条
件下的破坏，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和处理。”郭加伟说，他家的 6株
古木由村里的其他党员来管护，
他则要管护别人家的古木，这样
交叉进行管护是为了更好地相互
监督。

经相关部门普查和编号建
档，潞江镇采取挂牌保护的古树
名木共 23科 32属 17000余株，其
中 200 年以上的有 2700 余株。

“为进一步保护好现有古木，促
进潞江生态旅游建设，我们财政
每年拿出上万元专项经费，用于
古木购买保险、病虫害防治等相
关费用。”郭明树表示，潞江镇已
对辖区的古木进行了 GPS 卫星
定位保护，并制作了电子档案和
分布图。在监管上，他们定期组

织林区派出所、林业站开展保护
古木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非
法砍伐、破坏、采挖大树的违规
违法行为。如今，潞江镇森林覆
盖 率 达 53.1% ，林 木 绿 化 率 达
66.7%。

在保护古木的基础上，潞江镇
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通过举办
节庆活动的方式增加旅游经济收
入。“这些古木自身就有经济价值，
我们的古树芒果每年都有外商前
来认购，木棉花晒干每市斤 2元，
果实每市斤 15元，每年每株木棉
花就有上千元的收入。”郭明树介
绍说，潞江镇的古树名木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下一步镇
政府将结合古树名木资源打造生
态旅游。
本报记者 杨艳鹏 李继洪 文/图

长达 19.8公里的主游道像一
条彩带蜿蜒于山间，新种植的 13
万株乔木、45万平方米的各色花
草尽收眼底，万亩东山生态恢复工
程一期（10000亩）已取得阶段性
成效。近年来，保山市按照“天蓝、
地绿、水清、村美、城靓”的要求，争
当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真正提升绿水青山

“颜值”，做大金山银山价值。
“以前这里水土流失严重，一

到旱季，山间风沙、灰尘满天飞，
当地人称这里为荒山、坟山，村民
都懒得耕种。”保山市永昌旅游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部业务
员段德对公司进驻时的景象记忆
犹新。

如今漫步东山，映入眼帘的却
是另一番景象：杨梅、核桃、板栗、
梨树，各类果树染绿山冈，游道、湿
地、步道，配套设施初步成型，俨然
一个大公园。

段德介绍，为了不断提升保山
中心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城市布
局，建设美丽宜居保山，2016年 3
月15日，保山市委、市政府召开现
场会议，决定按5A级景区建设“三
个万亩”生态廊道，万亩东山生态
恢复工程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 11月，万亩东山生态
恢复工程建设启动。项目按 5A级
景区标准规划建设2.65万亩，除现
有林地之外，计划实施生态恢复
1.7万亩，分三期由北向南滚动开
发，一期开发 1 万亩、二期开发
6500亩、三期开发1万亩，按照“先
进行生态恢复，后进行适度开发”
的理念，实施山体植被生态恢复、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工程、旅游策划及开发等四个方面
的内容。

生态修复的同时，融合文旅产
业，深入挖掘哀牢文化，将东山打
造成为承载保山历史文化名城记
忆，回归山野林趣和田园风光的重
要场所，建成集历史文化、生态休
闲和户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森

林公园。通过“山脊戴帽子、坡面栽
林子、沟底建坝子”的生态措施，实
施分类修复，在节点内部设置各活
动设施及健身设施、垂钓点等康体
娱乐设施，开展历史文化、生态考
察、动植物鉴赏、攀岩比赛、自行车
越野赛、亲子教育拓展等活动，发
展环境教育、户外拓展培训、康体
健身、旅游度假、休闲养生等功能，
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文明创新
发展示范区”和承载保山市民哀牢
圣山记忆、回归山野林趣的重要场
所，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越的生活环
境和更加多元的游憩场所。

据了解，该项目注重集中连
片，兼顾规模效益，在规划建设中，
大胆探索和创新，打造了“园中园”

“核桃园”和湿地公园示范点。其中
“园中园”规划面积2460亩，由各县
（市、区）分区分片负责绿化美化和
设施建设；核桃园1500亩，种植核
桃树 9533株，澳洲坚果、香樟树、
旱冬瓜苗、紫柚木苗、垂柳树等
122285株。如今，湿地公园已初具
规模，为当地市民和游客提供了
一个集健身、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好去处。

截至今年1月，万亩东山生态
恢复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16亿元，
完成了长 19.8公里、宽 8.8米的主
游道建设，1号、2号、3号支路铺油
完成，正在实施道路标线、路灯、波
形护栏等附属工程，“园中园”6.24
公里人行步道已硬化，建设了“园
中园”3个高位水池，10公里长主
输水管道供水设施建设，完成修建
核桃园蓄水池 11个；完成官屯拦
砂坝、大坝拦砂坝等三个大坝主
体，“园中园”内公厕、广场、路灯等
基础设施已完成。

站在观景台，段德憧憬着万
亩东山生态恢复工程建设，“完成
建设后东山将实现四季有花有
果、景观性植物片区化的视觉效
果，这里也将成为保山的又一张
亮丽名片。”

本报记者杨艳鹏

绿染荒山满眼春

腾冲市厚植绿水青山、培育金山银山——

催生推动绿色发展内生动力“天然氧吧”效益显
善洲林场5.6万亩荒山变林海——

千株百年古木 一张绿色名片

大亮山如今成为大亮山如今成为““天然氧吧天然氧吧””
丙闷村里的古树群落丙闷村里的古树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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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江镇古木成群的独特风光引来众多游客——

万亩东山生态恢复工程提升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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