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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争当““两山两山””理理论的示范样板论的示范样板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试点工作持续深入推进工作持续深入推进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玉袁玉灵灵

10 月 1 日，黄金周第一天，新安江
上风和日丽，青山簇拥着一江绿水，奔
流不息。

当日，歙县新安江山水画廊的游
船上迎来了一批来自浙江的旅游团，
站在船头欣赏风景的杭州游客姚女士
不禁感叹：“我们要饮水思源，源就在
黄山，黄山市把新安江保护得好，我们
下游才能放心喝上干净的水。”

新安江是黄山和浙江人民共同的
母亲河，是长三角重要的生态屏障。
2010 年，浙江千岛湖部分湖面出现了
蓝藻急剧增加的情况，时任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关于千岛湖水
资源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上作出重
要批示：“千岛湖是我国极为难得的优
质水源，加强千岛湖水资源保护意义
重大，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重蹈先污
染后治理的覆辙。浙江、安徽两省要
着眼大局，从源头控制污染，走互利共
赢之路。”

2012 年，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态补
偿机制试点工作正式实施。作为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两山”理论的重要实
践地，摸着石头过河的黄山市，坚定地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
开始了试点工作的积极探索和努力实
践。

安徽省委、省政府把新安江流域
综合治理作为生态强省建设的“一号
工程”。市委、市政府分别成立以书
记、市长为组长的新安江流域综合治

理和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并专门设立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
保护局。我市先后出台综合治理目标
管理、规范试点资金使用、区县断面水
质考核等规范性文件，研究制定上下
游定期协商、联合监测、联合打捞、联
合执法、应急联动等常态化工作机制，
探索形成了多元参与、风险共担、奖罚
并重的生态补偿机制。

初秋开始，新安源有机茶公司像
往年一样，开始对茶叶基地进行秋季
管理。该公司的茶叶基地位于海拔
1629 米的休宁县六股尖，之所以取名

“新安源”，是因为这里就是新安江的
源头。17 年来，公司创始人方国强坚
持种植有机茶、保护源头生态环境。

“我们敲锣打鼓地到村里去喊，不要用
化肥农药，宣传有机种植的好处。”回
忆起最初提倡种植有机茶的情形，方
国强印象深刻。

剧毒农药、化肥、除草剂等是新安
江氮、磷污染主要来源，随着试点工作
的推进，我市出台防治农村面源污染
举措，在全省率先建成农药集中配送
体系，通过 400 多个网点，将高效低毒
低残留的化学农药、生物农药、有机化
肥送到农户手中，并把中高毒农药列
入黑名单，全面逐出新安江流域。“农
药集中配送给予有机肥补助，引导老
百姓不用化肥。这几年生态环境得到
保护，老百姓种茶成本降低，茶叶品质
也有了很大提高。”如今，新安源有机

茶已经成为中国有机绿茶市场的领军
品牌。

在新安江源头村，随着试点工作
的深入推进，该地不仅实施了农村生
活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体系，关闭所
有养殖场，并进行封山育林、植树造
林，而且探索建立了“生态美超市”，在
全市新安江流域乡村得到推广。“2016
年超市成立以来，老百姓养成习惯，主
动收集生活垃圾到超市兑换生活用
品，街上很少看到烟蒂和塑料袋。”鹤
城乡负责人江向荣说。

目前，我市已推广建立 24家“垃圾
兑换超市”，有力促进了乡村环境美
化，实现垃圾整治“变末端清理为源头
减量、变被动保护为主动参与、变利益
驱动为自觉行为”目标，全面提升了新
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水
平。

保护新安江，我市从源头把控，精
准发力，织密织牢生态防控网络：防控
水上污源，大力推进河面打捞、网箱退
养、沟渠保洁等工作，聘用农村保洁员
2791 名，组建 16 支干流打捞队，拆除
网箱 6379 只，启动实施船舶污水收集
上岸，河面清洁度显著提升。防控岸
上污源，对新安江干流和支流 102个入
河排放口全部进行截污改造，一体化
推进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
启动建设农村垃圾收运、污水治理两
个 PPP 项目，城镇、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率分别达 100%和 80%，城镇污水处理

率达 93.4%，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90%
以上，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防控
产业污源，严格环保准入，坚决不上一
个污染项目，下大力气关停淘汰、整体
搬迁、优化升级一批工业污染企业，累
计关停淘汰污染企业 170多家，整体搬
迁工业企业 90多家。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山水林
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纵观我市
新安江保护工作，不是就水治水，而是
从流域整体性和治理系统性出发，做
好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我市突出
森林涵养，深入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
工程和林业增绿增效行动，高标准推
进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黄
山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77.4% 提 高 到
82.9%。突出工程涵养，统筹推进中小
流域治理，加快建设总投资 30 亿元的
月潭水库，完成新安江上游 16 条主要
河道综合整治，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540
多平方公里。突出湿地涵养，大力推
进湿地公园、滨江区域等重要节点建
设，湿地保护率达 43.17%，高出全省 6
个百分点。

一江清水，贯穿古今，承载着黄山
人民的美好生活憧憬。呵护好母亲
河，渗透进全市上下生产生活方方面
面，成为自觉行动。黄山人民在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持续推进新
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走互利
共赢之路，让“两山”理论在黄山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题图题图 郑宏郑宏

志愿服务

添彩黄山

◀10月1日，一名志
愿者在歙县徽州古城景区
出入口重要路段疏导指挥
交通。

汪春芳/摄

“现在这里是生态美超市了，不仅
可以兑换垃圾，还是村里便民惠农、精
准扶贫的驿站，是文明宣教的窗口。”
这几天，休宁县山斗乡乡干部余晓啸
和山斗村生态美超市管理员许和平等
人，忙得脚不沾地。“国庆假期回来的
村民多，我们想早点把生态美超市升
级改造好，就能早点发挥作用，让我们
的乡村更加美丽、生态。”余晓啸说。

生态美超市是我市在新安江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中探索建立的

“垃圾兑换超市”的升级版和拓展版。
2016 年 7 月，休宁县流口镇流口村建
立全市第一个“垃圾兑换超市”，通过

“变废为宝得实惠”，极大改变了村民
原来随手丢弃垃圾的不良习惯，激发
了村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在此
基础上，我市推广建立了 24 家“垃圾
兑换超市”，有力地促进了乡村环境美
化和良好风尚养成。今年 8 月份，省
委书记李锦斌深入我市调研新安江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推进情况
时，对这个创新举措称赞道：这是“生
态美超市”，发给了人民群众“生态美
红包”，换出了良好风尚，换出了经济
实惠，换出了绿色发展。

为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垃圾兑物”
环境治理成效，全面提升新安江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水平，从 9月份开
始，我市在新安江流域全面推广生态美
超市，按照“区县统筹、乡出资、村管理”
运营模式，统一名称、统一标识标牌、统
一运行机制。同时实行超市会员制、积
分制，将便民服务、门前三包、护河禁
渔、志愿服务、示范引领家风乡风文明
等融入其中，不断完善垃圾兑换的外延
和内涵，助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新
安江流域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山斗村生态美超市位于村中心文
化 广 场 ，是 村 民 平 时 活 动 较 多 的 地
方。记者看到，统一的名称、统一的标
识标牌已经全部改造好，还实行了垃
圾兑换窗口、便民服务窗口和文明宣
教窗口“三合一”。

“护河禁渔 6 个积分，庭院美化 4
个积分，志愿服务 5 个积分……这是
啥意思？”村民王有高进来准备兑换垃
圾，看见超市墙上新挂着的“加分项目
表”，便感兴趣地问了起来。

“就是说，村民现在都是超市会员
了，不仅可以用垃圾来换东西，还可以
通过这些加分项目进行积分。然后根
据积分，村里季度、年度会评比‘生态
卫士’，给予一定的‘生态美红包’奖
励。”管理员许和平解释道。“还有，现
在这里不仅可以兑换垃圾，以后还会
开展环保知识讲座、图片展等生态文
明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还是乡
里的扶贫 e 站，村民有需求都可以过
来。回头你在村里要多宣传宣传。”许
和平接着介绍。

“太好了，那大家的积极性肯定更
高了。”王有高高兴地说。看见记者在
采访，老王主动告诉记者，这几年通过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
开展，村民的环保意识都增强了，垃圾
不乱扔了，村里到处都很干净，连保洁
员都减少了。“都说山斗美如画，现在
来村里旅游的人多了，我们的生活也
更好了。”老王笑着说。

“今年我们要在全乡的行政村覆
盖生态美超市，并依托其人气集聚优
势，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
传教育和志愿者活动，不断提升生态
保护成效。”余晓啸表示。

·殷元元 蔡 敏·

生态美超市:换出绿色美好生活

10 月 2 日，呈坎在秋日灿烂的阳
光里，洋溢着喜悦和热情。

早上 5 点，家住徽州区呈坎村的
唐巧玲早早地起床，开始准备豇豆、雪
菜等做粿的原材料。这两年，每到“十
一”，来呈坎看丰收的人越来越多，唐
巧玲做的石头粿也变得越来越紧俏，
到了上午 10点，唐巧玲的石头粿摊位
前挤满了游客。“都是来看丰收的，从
早上到现在，卖了有快 100 个粿了。”
唐巧玲说。

晒秋习俗曾是南方山区多地共有
的农俗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少地
方的晒秋习俗日渐式微。然而，在呈
坎，晒秋却成为了这里的新名片。

红的辣椒、柿子、红豆，黄的玉米、
黄豆、南瓜干，黑的黑豆、芝麻……呈
坎的村民们将五彩缤纷的农作物晾置
于窗台、屋顶，绘就出一幅五彩的丰收
画卷，也给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增加
了斑斓色彩。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晒秋场景，惊
喜不已。我觉得这个晒秋风景非常有
特色，让我们感受到当地人浓郁的生
活气息。”来自上海的游客何超说。

说起晒秋，自古以来呈坎村就有着
“春祈秋报”，“十雨五风祈大有，四时八
节庆丰收”的徽州社屋民俗。源远流长

的社屋文化，使秋天的呈坎充满丰收的
喜庆，展现出中国风水八卦第一村呈坎
原始古朴的农耕文化色彩。

这两年，在旅游经济转型升级的背
景下，旅游需求不断变化，深度的体验
游成为市场热点。呈坎景区顺时而动，
以“旅游+产业”玩出了不少新花样。

通过开发晒秋、农事体验等休闲
农业为特色的产品，“旅游+农业”被
带动起来，连带着农民的土特产销售
也跟着火爆起来。在晒秋现场，农民
的土特产成为游客最喜欢的礼品之
一，无论是自己买的吃，还是带回去送
人，“土味”商品成为抢手货，景区为此
成立了自己的电商平台，进一步带动
群众的土特产销售。而通过开展研学
游，“旅游+文化”“旅游+教育”等一批
系列产品相继推出，进一步丰富了景
区内涵。

“随着旅游市场的变化，我们也在
不断更新我们的旅游产品，晒秋其实
晒的就是一种体验，让更多游客真正
动手参与进来，是我们的目的。”呈坎
八卦村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方裕龙
说。 ·汪 鼎·

呈坎：晒秋风景引客来
▶国庆长假期间，屯溪老街活跃着一群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伍，他们本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为
八方游客提供帮助和服务。图为 10 月 1 日，老街七彩护街队
队员向游客解说屯溪老街的历史文化。

詹强华 王珊 路向荣/摄

10 月 2 日，黄山风景区持续进山人数与假期首日相比明显增长，全天共接
待进山游客 29621 人。为让游客在接待量高峰期获得更好的服务体验，景区
实行全员上岗。图为执勤民警为游客答疑解惑。 张 涛/摄

10月 1日，人们在黟县宏村景区游览。
国庆假日期间，人们走近自然，走进青山绿水间，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惬意。

新华社发 施广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