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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韵，撬动乡村振兴

补上发展的短板，关键在农村。如何
让一个个“藏在深闺人未识”小村庄沉睡的
资产、房屋、土地，变成为老百姓奔小康的
财富？

“民风朴实无华，双手创造富裕，殷实
百姓人家。幸福梅山，梦里果乡，你把秀美
的画卷铺在大地上……”记者来到宁海县
胡陈乡梅山村时，恰逢妇女主任叶婉芳在
文化大礼堂内带着乡民们学唱村歌。

胡陈乡乡长严义靖介绍，这里原本是
破败的村祠堂，经过改造，保留了挑高松木
梁柱，老旧泥墙被重新粉刷，曾经堆满杂物
的空间也被分隔成多个功能区，打造出集
书吧、音乐吧、酒吧为一体的乡村休闲客
厅。“大家现在都喜欢来这儿喝杯茶、坐一
坐。”

过去，梅山村村民世代靠赶小海、种地
为生，村里既没有工业企业，也没有旅游资
源，集体经济薄弱，公共基础设施落后，村
庄环境脏乱差。“田不平、地不平，亩产只有
二百零”，是村庄的真实写照。

探索，始于 2015 年。当时，梅山村申
请打造县环境整治精品村，获得 400 万元
整治资金。作为全县的试点村，村里还深

入推进垃圾分类的智能化管理，短短两个
月，村民的分类参与率就达到 96%。经过
几轮环境治理，村里又推出“村庄经营”理
念，吆喝起了“乡土味”，不仅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也引来了商业资本和项目。

打造过多家乡村高端民宿的高远文旅
集团负责人徐恒勇，在这里投资 1200 万元
建造民宿综合体“心宿无尘”，不仅让梅山
村声名遐迩，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带来租金、
乡村资源使用费等收入 35万元。

梅山村的前世今生，便是宁海无数个
村庄化蛹成蝶的缩影。

依托乡土资源优势，宁海县以一村一
韵模式发展绿色休闲、银色养老、古色文
化、碧色山泉、蓝色海湾、彩色田园、特色民
宿等美丽乡村经济，引导村民主动成为乡
村环境的改造者、旅游业态的参与者、农旅
产业的受益者，鼓起大家的“钱袋子”。

据统计，2003 年以来，宁海农民人均
收入增长了 6.3 倍，2018 年，城乡居民收入
增速均位居宁波第一，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比城镇居民高 0.9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缩
小到 1.81:1。

2019 年起，全县还实施艺术振兴乡村
行动，计划 3 年内建成 5 个艺术特色镇、10
条艺术特色风景线、50 个艺术特色村，引
育“驻村艺术家”200 名，为“两山”转化、乡
村振兴集聚更广泛力量，赋予更丰富内涵。

山水为基，拉动全域美丽经济

随着越来越多的“生态+”样本在宁海
串珠成链，一条以彰显山水优势带动全域
美丽经济的绿色发展之路初具雏形。

“我们坚持‘全域生态’理念和‘经营生
态’理念，联动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推进县
域大景区、大森林建设，在浙江省率先构建
美丽县城、美丽集镇、美丽乡村‘三美’建设
体系，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地发
展生态经济，形成了蓝色东部和绿色西部
的生态空间布局。”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宁海
分局局长章哲表示。

踩着卵石小径走入前童古镇，满目皆
是斑驳的老屋深巷，潺潺溪水依地势挨户
穿行而过。这里的老人告诉记者，早在五
百年前，先人就把白溪水引进村庄，家家建
小桥、用活水，由此形成了透着生态环保独
特魅力、有着浓浓乡愁的八卦水系景致。

如何从源头上保护好古镇的“水魂”？
前 童 镇 团 委 书 记 邬 定 飞 介 绍 ，2012

年，前童镇启动了宁波市首个乡镇水环境
建设项目，开展清淤疏浚、河坎加固、绿化、
景观建设等综合治理行动。

近年来，宁海县统筹全流域治理，投入
20 多亿元对白溪流域实施生态型小流域

整治、农村水系综合整治、美丽河湖创建等
工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31 平方公里。
在治理基础上，沿溪上、中、下游因地制宜
发展不同特色的产业经济，流域水质均保
持在Ⅱ类及以上。

一泓清水，带动了古镇旅游业的蓬勃
发展。2018 年，古镇景区接待游客 138 万
人次，旅游经营总收入 1.6 亿元，近几年游
客人数年均增长 10%，依水开发精品民宿
28 家，年收入可达 1500 万元，创成省级旅
游风情小镇。

“美丽经济”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为擦亮南溪森林温泉这张金名片，宁

海深甽镇毅然关停年销售过亿、税收过千
万的化工企业和存在几十年的废铝加工产
业，集中精力做强温泉旅游文章，引进了温
泉乡根小镇、燕山君澜温泉度假酒店、安岚
温泉度假中心等 10余个重点项目。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宁海森林
温泉度假旅游区，在水汽氤氲中择一森林
温泉而栖，远离城市的喧嚣。目前，度假区
内总共有温泉综合型独家酒店 8 家、民宿
80 家，年接待游客量超过 180 万人次，主营
业务收入超 15亿元。

而今的宁海，挺立在宁波南部区域发
展的潮头上，奔跑在全国百强县第一方阵
的征程中，正生动演绎着“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崭新故事。

生态陇县打造特色产业 本报讯 一车车分选后的装
修垃圾进入处理车间，经过破碎、
分选、材料再造等工序，成分复杂
的装修垃圾大部分变成各类可利
用的资源。这是笔者日前在广东
中翔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见到的一
幕。

建筑垃圾，尤其是装修垃圾，
是目前“无废城市”建设中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但我国不少地方的
建筑垃圾处理方式还停留在简单
填埋阶段，而装修垃圾则处于无
处可去的尴尬境地。

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越
来越高，简易处理建筑垃圾的方
式已不能满足发展需要，装修垃
圾也亟待专业处置。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工作方案》提出，固体废物管理的
理念和目标是“产生量最小、资源
化利用最充分、处置安全”。因
此，实现建筑垃圾高质量综合利
用，就成为实现“无废城市”高标
准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建筑垃圾和装修垃圾物料复
杂、硬度不一、杂质含量高、力度
不均匀等问题，给资源化利用带
来极大不确定性。中翔环保总经
理谢海华介绍，他们与同济大学、
南京大学、广东亨益环保集团等
高校及企业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
合 作 关 系 ，研
发形成目前的
工 艺 技 术 ，主
要工序包括人
工 分 选 、一 级
破 碎 、除 铁 风

选、材料再造等，可以处理成分复
杂的建筑、装修垃圾，以及困扰许
多施工队的钻桩泥浆。

据介绍，建筑垃圾经过资源
化处理，可变成再生骨料、废金
属、有机杂物、渣土等，可转化为
各类建筑再生材料，应用于房屋、
道路、园林、市政设施、公共设施
建设，最终利用率可达 90%以上。

做好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处
理处置，前端做好分类收运至关
重要。谢海华介绍说，他们每一
个综合利用项目均配套上门收集
运输和就地预处理等服务，解决
了此类垃圾运输难问题。此外，
还引进了一批移动破碎设备，将
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及大件垃圾
运至固定式资源化场所移动破碎
站，将传统破碎筛分生产线分散
布置的各工作单元经过重新设
计、整合，最终集中在移动平台
上。这样一来，实现了移动转场、
快速投产，便于应对一些地区建
筑垃圾、装修垃圾分布分散、成分
复杂等问题。

对于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处
理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噪声污染，
中翔环保采用全封闭作业，配置
喷淋、雾炮、纳膜抑尘等措施抑尘
防噪。

姚伊乐

破解建筑垃圾处理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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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永强 通讯员胡静

宁海“生态+”串珠成链，实现美丽蜕变

盘活绿水青山 释放发展活力
◆本报通讯员王雯 记者晏利扬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西北部的陇县，
2019 年底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称号。在陇县人看
来，这可是块金字招牌，是对本地生态立
县阶段性成果的认可。

陇县因地处陇山东坡而得名，森林
覆盖率达 60%，是陕西西部重要的生态
屏障。陇县县长赵甲宏表示，要按照文
化立城、秀水养城、产业兴城、森林护城
的理念，做好、做美城市，“把陇县县城打
造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颗耀眼的
明珠。”

绿水青山好羊乳

早晨 8 点，在陇县的陕西绿能生态牧

业有限公司，可爱的奶山羊走上转盘式
挤奶机进行挤奶挤奶机进行挤奶。。以以““生态乳都生态乳都””闻名陕闻名陕
西的陇县，羊乳产业链健全，涵盖从奶山
羊养殖、乳品生产到精准营销各环节。

陕西绿能生态牧业有限公司化验室
主任王泓梅介绍，企业目前奶山羊存栏
1.8 万只，是全亚洲规模最大的单体奶山
羊养殖基地。羊舍铺设垫草，羊粪、尿液
通过垫草吸收，有专门的公司收购，制作
成有机肥。

距离这家企业不远的和氏乳业集团
拥有两座婴幼儿奶粉核心加工厂，其中
智能化羊奶粉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公司
总经理李轶超介绍，这条生产线采用先
进的干湿法复合工艺加工婴幼儿配方奶
粉，确保了奶粉的安全。

目前，陇县全县奶山羊存栏 35 万只、
羊乳全产业链产值 36.3 亿元，被陕西省
政府确定为全省千亿羊乳集群示范县。

“发展奶山羊产业，我们打的是绿色
牌、生态牌，生产的是有机羊乳。我们有我们有
志成为全国奶山羊发展的志成为全国奶山羊发展的一面旗帜。”陇
县县长赵甲宏说。

山珍之王好香菇

山珍之王好香菇，是人人称道的“陇
县五宝”之一。目前，陇县已发展食用菌
基地 13个，年产量 4万吨。

陇县宏盛农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晓宏介绍说，生产香菇需要用到木屑
和麸皮，陇县和周边地区果园里修剪的
树枝，经粉碎就可种香菇，香菇长成、出
售后，木屑还能做成有机肥，施回到田里
面去，培育无公害农产品。

陇县还探索出“借袋还菇”的生态扶
贫模式。这种模式对贫困户实行“三免
一借两保障”政策，免去贫困户的大棚使
用费、水电费、技术培训费，此外每个大
棚里，还借给贫困户 8000 个价值 3 万多
元的香菇菌袋。待贫困户投入生产后，
不仅保底价回收，还保障贫困户每季每
个大棚净赚 8000 元。

这个创新做法被评为全国食用菌产
业精准扶贫十大模式之一，李晓宏也因
此被授予“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荣
誉称号，“现在我们全县有 3000 多个大
棚，产值近 4 个亿，带动 2700 多户贫困户
增收。”

目前，“陇关”牌香菇已通过国家绿
色无公害等认证，陇县食用菌也成为出
口韩国、中亚等地区的优质产品。2016
年至 2018 年，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现三连增，增速位居宝鸡市第一。

东方“爱蒙塔尔”好风光

除了特色种养业，陇县还主攻以“关
山草原”为主打的生态旅游产业。关山
草原是西北内陆地区唯一的高山草甸，
素有中国立体草原、东方“爱蒙塔尔”的
美誉。

关山草原景区内有天然森林 104 万
亩、草地 35 万亩、马匹 5000 多匹，2018 年
和 2019 年 接 待 游 客 都 在 100 万 人 次 以
上。

陇县县长赵甲宏说：“我们突出大美
关山和龙门洞两大景区，打造中国最美
草原‘爱蒙塔尔’，以此带动陇县全域旅
游发展。”

此外，陇县先后部署开展了农村“大
绿化、大治理、大提升”、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实施
了总投资 6.3 亿元的生态雅村强基工程，
农村环境大大改善。

“冬日渔歌·第四届五大连池冬捕节”日前在黑龙江五大连池
火山堰塞湖第三池启幕。图为捕鱼汉子们拉渔网。

中新社供图

山川山川层峦起伏，大地阡陌纵横。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我国的最南端，黑夜的繁

星还闪烁在北方人们的睡梦中；当奔腾的长江之水在崇
明岛浩荡入海，深藏在万山之祖的源头依然不急不徐地
汩汩流出。候鸟迁徙，鱼类洄游，春华秋实，夏耕冬藏，人
们辛勤劳作，在太阳升起的每一天。

这些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美好，正是美丽中国版面
致力于向读者展现的。过去一年，我们记录了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善，也写下了云南
小乡村因银杏发展旅游产业孕育的绿色希望，我们关注
了珊瑚礁、江豚因人类而动荡的命运，也解读着规划政策
出台对更大时空、更多居民的影响和改变。

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各地积极创新转型发展之路，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
同体，让这世界更丰富多彩。

过去一年，是一个十年的终点，新的一年，是另一个
十年的起点。

在这个富有意义的节点上，我们将继续努力，书写、
记录美丽中国的新画卷。

关注城市每一个社区、每一道街巷、每一座公园的变
化，关注每一个人；

挖掘乡村每一户村民、每一处村落、每一项产业的故
事，呈现具体而微。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制度创新、政策红利，给人们的生
产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也希望将更广的视野、更长
远的目光聚焦于保护区远的目光聚焦于保护区、、草原草原、、湿地湿地，，促生态更和谐促生态更和谐，，让世让世
界更美丽界更美丽。。

愿每一个你和我们一起，共建共享。

产业向绿，推动高质量发展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
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

400 多年前，徐霞客在宁海写下《徐霞客
游记》开篇。如今，保护好这方山水成为宁海经
济不变的主旋律。在“两山”理论指引下，宁海
人以绿色智造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主要
路径，以智能化、集群化、品质化、高效化为主
打，走出一条产业生态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宁海县是中国模具之乡，曾经遍布全县的
2000 多家模具企业在创收的同时，也带来了
不容小觑的环境压力。对此，宁海县将现代小
微企业园作为破解“低散乱”的重要抓手，为传
统产业植入“绿色基因”。

在宁海县滨海新区的宁波模具产业园招
商部大厅里，前来咨询洽谈的客户络绎不绝。

招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按照生产、
生态、生活理念和功能布局，计划总投资 32 亿
元，自 2016 年 6 月建成投入使用。目前，已有
166 家企业入驻园区，年产值达 10 亿元，无论
是硬件规模、模具企业数，还是产业链配套规
模，均居全国领先地位。

入驻园区的首批企业——宁波建欣精密

模具有限公司就是受益企业之一。在冲床车
间内，一尘不染的地面上堆放着一卷卷硅钢打
样品料带，窗边嗡嗡作响的抽风机保持车间空
气清爽对流，曾经烟尘弥散的生产场景不复再
见。

“搬迁到了园区后，生产条件好、配套设施
也完善，业务和利润都提上去了，年产值从
4000 多万元增长到上亿元，业务范围也从传
统 模 具 代 加 工 向 新 能 源 汽 车 的 精 密 配 件 拓
展。”对于未来的发展，公司负责人信心满满。

不仅有传统产业的“浓绿一片”，宁海还有
新兴产业的“清新绿”。

如洗晴空下，鳞次栉比的光伏板犹如鳞片
般镶嵌在碧绿的养殖塘之上，养殖户们正忙着
进行喂投。这里，便是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位于宁海县蛇蟠涂南围垦区的全国最
大海水养殖“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据了解，项目总装机容量 9.9 万千瓦，采用
“上可发电、下可养鱼”“一种资源、两个产业”
集约发展模式，预计每年为宁海提供约 10730
万度绿色电力，25 年内可减少相当于 90 万吨
标煤的排放量。

筑巢引得“凤凰”来。随着滨海航空小镇、
汽配小镇等功能多元的特色小镇纷纷落地，生
命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绿色、低碳产
业拔节成长，宁海的“绿色经济”正喷涌释放。

每天早上，在临水见山的浙江
省宁波宁海智能汽车小镇里，吉利
知豆电动车基地员工纪西余都会
带着家人一起悠闲地散步。

作为知豆山东沂蒙厂区的老
员工，来到小镇不到一个月，他就
被这里优美的环境所深深吸引。

工 业 参 观 廊 道 、汽 车 主 题 公
园、科技文化中心……智能汽车小
镇以其经济生态互生共融的矫健
步伐，成为宁海县以“两山”之路实
现绿色崛起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宁 海 县 将“ 两 山 ”转
化作为全局工作的战略命题，激
发 全 县 高 质 量 发 展 活 力 。 2018
年，宁海跻身全国“两山”发展百强
县第二位，宁波市首个国家级生态
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中国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县 和 首 批 国
家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等 荣 誉 纷至
沓来。

从默默无闻的滨海小县成长
为浙江强县之一，宁海的“发展”与

“美丽”始终并进共赢。

美丽共建

拥抱拥抱

陇县打造生态旅游景区陇县打造生态旅游景区。。

美丽中国，共建共享

“两山”创新之路系列报道

梅山村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梅山村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