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 居 掩 映
在绿树之中袁林
荫步道尽头是
亲 水 平 台要要要
从过去的野塑料
村冶到如今的美
丽乡村袁 这几
年袁江苏宿迁市
宿城区耿车镇
刘圩村的变化袁
就连本村村民
也感到惊讶遥

2015 年前袁
耿车镇是华东
地区规模最大
的废旧塑料加
工基地之一遥在
刘圩村袁数不清
的塑料垃圾被
运到这里袁清洗
破碎后加工成
再生塑料颗粒遥
这种低效益尧高
污染的发展模
式袁严重污染了
当地环境遥 野门前屋后垃圾多袁河
塘的水也臭袁 连过路车都不愿开
窗袁受不了难闻的气味遥 冶回忆起
当时的情况袁 村民王振华连连摇
头遥

2016 年初袁当地下定决心禁
止废塑产业袁59 个交易货场全部
取缔遥挖土机开进河塘沟渠袁挖走
20 万吨塑料残料遥 此后袁当地复
垦土地 2600 多亩袁整治河塘沟渠
500 多处袁 栽植苗木 72 万株袁水
清岸绿的景象逐渐重现遥

如今的刘圩村袁 开始走上生
态转型尧 绿色发展的新路遥 2019
年袁 刘圩村生态农业示范园交易
额突破 13 亿元袁其中电商交易额
突破 9 亿元袁 辐射带动当地 300
多人增收袁 许多村民实现了家门
口就业遥

野家门口成了大公园袁大家茶
余饭后都爱来遛弯儿遥冶聊起现在
的新生活袁王振华很满意遥村支书
丁义录介绍袁 刘圩村为打造生态
宜居村庄袁统筹水尧路尧产业尧公共
服务等要素袁完成污水管网尧污水
处理站建设遥如今袁整个村被活水
环绕袁景观桥尧亭台勾勒出古朴的
村庄氛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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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治污染袁绿意今盎然
这几天袁 来自上海的周舒民带着

家人在丽水自驾旅游遥 因陶醉于浙江
丽水九龙国家湿地公园的美景袁 周舒
民一家改变了原本的行程袁 打算在丽
水多玩两天遥

九龙湿地公园距丽水市区约 10
公里袁八百里瓯江由此穿越东去袁园内
林木茂密尧鸟鸣声声遥 如今袁这里已是
长三角的热门旅游地之一袁 年接待游
客达 70 万人次遥

殊不知袁多年前袁这里还是另一番
光景遥

野九龙湿地的砂石资源丰富袁过去
乱采滥挖问题严重遥 冶九龙湿地公园管
理所工作人员范良榜说袁不仅如此袁曾
经袁附近的企业时常偷排乱放袁瓯江近
1/4 的河道水质恶化到劣吁类遥

2000 年起袁丽水痛定思痛袁从源
头治理环境污染遥 2 年时间袁丽水关停
九龙湿地附近 17 家养殖场袁搬迁拆除
7 处生产厂房曰 关停非法采砂场 100
家袁平整河道面积 280 多万平方米袁瓯
江干流丽水段全面禁止河道采砂遥

2010 年袁丽水又将打造湿地公园
提上日程遥秉持野多植绿尧少建设袁多留
白尧少勾勒冶的原则袁2015 年袁丽水九
龙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国家相关部门验
收遥

近年来袁丽水铁腕治水尧治土尧治
气袁 全市 95.8%的区域规划为生态空
间袁生态红线区占比 31.8%遥

乡村环境好袁引得野凤还巢冶
在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西坑村袁

曾渴望 野逃离冶 大山的丁坚根搬了回
来袁野过去山里穷袁 那时的梦想就是搬

出山旮旯尧住进县城遥 冶
以前的西坑村为什么富不起来钥

距松阳县城 13 公里袁村中山多田少土
薄袁村民缺少收入来源袁野那时袁挑菜去
县城卖袁山路就得走 2 个多小时袁一次
也就能赚 10 多块钱遥 冶丁坚根说袁2001
年袁18 岁的他背上行囊外出打工袁在
外一漂就是十几年遥 打工尧攒钱袁搬到
县城的愿望终于实现遥

2013 年起袁松阳县对传统村落统
一保护袁西坑村也在其中遥破败的老屋
被修葺袁野脏乱差冶的环境得到改善袁上
山公路越修越好噎噎2015 年袁西坑村
吸引到外地投资客袁 来这里开起四都
乡第一家民宿遥

获知消息的丁坚根也辞了职袁拖
家带口回到山上遥 他将家中老宅修缮
一新袁民宿野观云阁冶在 2016 年端午节
期间热闹开张遥 凭着西坑村的秀丽风
光袁丁坚根家的民宿人气越来越旺袁每
年能接待至少 2000 位游客袁年收入有
50 多万元遥

近年来袁丽水把民宿与乡村生态
旅游有机结合袁累计创成 1 个 5A 级
景区尧23 个 4A 级景区尧4 个省级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遥 2019 年袁全市民宿
接待量达 3600 多万人次袁 实现营业
总收入 37.6 亿元遥

保护智能化袁资源变资产
2015 年袁浙江对丽水市遂昌县等

26 个原欠发达县不再考核 GDP 总
量袁转而着力考核生态保护成效遥去年
5 月袁 遂昌县大柘镇大田村发布村级
GEP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冤核算报告遥

野村里自然资源都能具体换算袁
2018 年全村 GEP 为 1.6 亿元遥 冶大田

村党总支书记高桂松说遥
几年前袁 从杭州毕业返乡创业的

王周敏袁在大田村创业卖起番薯干遥去
年在 GEP 核算报告发布期间袁王周敏
又扩大产值袁 创办了遂昌蔓果食品开
发有限公司遥 野大田村的生态品牌在全
国打响袁我们的产品市价也跟着耶水涨
船高爷袁今年销售产值有望突破 800 万
元遥 冶王周敏信心十足地告诉记者遥

不仅在遂昌袁今年 1 月袁景宁畲族
自治县大均乡从县农商行获得 野生态
贷冶5 亿元授信袁大均一家生态发展公
司顺利拿到首笔 50 万元贷款遥 据悉袁
这笔 野生态贷冶 以大均乡上年度 GEP
增量的预期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发放袁
拿到贷款袁 公司总经理周仁建打算将
资金用于丽水市首个智慧生态治理平
台的建设遥

野建成后的平台袁可实时监控生态
环境敏感区域和关键节点袁 从而实现
对生态环境的智能化保护遥 冶周仁建介
绍遥

要把生态资源变成生态产品袁进
而实现资本变现袁首要任务就是对
生态资源进行合理的价值核算遥 丽
水为此多方引智袁并与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协作 袁发布 叶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曳 地方标准袁
同时建立市尧县尧乡尧村四级动态监
测尧 量化分析的 GEP 核算体系袁以
此作为地方生态建 设的重 要衡量
指标遥

2019 年 10 月袁 丽水发布 2018 年
GEP 数据袁 全市全年 GEP 总量为
5024.47 亿元袁按可比价计算袁增幅为
5.12%袁实现了 GDP 和 GEP 规模总量
的协同增长遥

丽水云和仙宫湖遥 高金龙摄

核心阅读

搬迁湿地附近
厂房尧关停非法采砂
场曰大力改造水质一
度恶化的九龙湿地袁
将其建成国家湿地
公园噎噎

近年来袁浙江丽
水在守住绿水青山
的同时袁探索将生态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遥 好生态袁也让当
地群众获得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遥

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袁浙江丽水要要要
家乡添了绿色
生活更加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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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水相连尧山拱水环尧峰峦叠嶂噎噎好风景袁是丽水人的骄傲遥 守住绿水青山袁又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尧发展优势袁丽水实现绿色发展的奥秘是什么钥

野创新性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袁将山水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袁并以此为引擎带动经济
发展遥 冶浙江丽水市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杜兴林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