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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山理水筑屏障
野吃生态饭才是长久饭遥 冶江

西赣州市寻乌县文峰乡上甲村村
民谢立新感慨地说遥

上甲村拥有丰富的稀土资
源袁然而一度由于生产工艺落后尧
不重视生态环保袁 遗留下废弃稀
土矿山 14 平方公里遥 2016 年袁寻
乌县先后投资 9.55 亿元袁对废弃
稀土矿山进行了全面治理修复遥
修复后的废弃矿山被村民种上了
油茶尧百香果尧猕猴桃尧油菜花等
经济作物袁 废弃矿山变身 野花果
山冶袁重现绿水青山的本来面貌遥

江西作为我国南方地区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袁 将山水林田湖
草作为生命共同体袁 重点在流域
生态系统修复尧流域综合管理尧流
域水环境治理等方面探索试验遥

野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样板区袁 为全国流域保护与科
学开发发挥了示范作用袁 是国家
赋予江西的重任遥 冶江西省发展改
革委主任张和平介绍袁5 年来袁江
西坚持综合治理尧系统治理尧源头
治理袁 出台首个省域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建设行动计划遥

构建一体化生态屏障袁 江西
全面实施国土绿化尧 森林质量提
升尧 湿地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遥
野十三五冶以来袁江西累计完成造
林 636 万亩尧 低产低效林改造
1018 万亩袁成为全国首个野国家
森林城市冶野国家园林城市冶 设区
市全覆盖的省份遥

实施一体化生态修复袁 江西
持续推进生态鄱阳湖流域建设袁
实施鄱阳湖越冬候鸟保护尧 湿地
保护尧野绿盾冶 等专项行动遥 2020
年袁 鄱阳湖点位水质优良比例为
41.2%袁 同比上升了 35.3 个百分
点遥

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袁 推动长江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好转袁 长江干流江西
段所有断面水质达到域类标准遥

显山露水造优势
今年 1 月 7 日袁 江西正式对

外发布全域农产品品牌要要要野赣

鄱正品冶遥为了加快将生态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尧发展优势袁江西近
年来着力推进生态农产品品牌
化遥 预计到 2023 年袁培育品牌价
值百亿元以上的企业品牌 10 个尧
50 亿元以上的 20 个袁 实现农产
品品牌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达到
50%以上遥

生态农产品迈向品牌化袁意
味着江西加快了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尧 经济优势与发展优
势的步伐遥

开辟绿色发展新路径袁 江西
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尧 生态产业
化袁全力做大做优做强航空尧电子
信息尧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曰实施
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袁 加快打
造南昌 VR尧鹰潭移动物联网尧上
饶抚州大数据等数字产业遥 2020
年袁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尧装备制造
业尧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38.2%尧
28.5%尧22.1%曰生态旅游尧休闲康
养等绿色产业快速发展袁野生态垣冶
和野垣生态冶融入经济发展全过程遥

野我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全面完成阶段性任务袁 实现圆满
收官遥 冶张和平说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江西绿色动
能更强尧产业结构更优尧经济与生
态发展更协调袁 万元 GDP 能耗尧
用水量分别下降 18.3%尧32%遥

野江西智慧冶有新意
欣赏着鸟儿在湖边欢快的觅

食情景袁 江西南昌县蒋巷镇藕农
胡水林感慨地说院野它们喜欢吃根
茎类植物袁 每年一到冬季就让我
们这些藕农叫苦连天遥 现在有了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袁 再也不用担
心鸟儿吃耶霸王餐爷了遥 冶

自 2018 年起袁江西将湿地生
态补偿范围扩大至整个鄱阳湖
区袁 先后统筹安排 4700 万元袁对
鄱阳湖周边 5 公里范围内尧 因保
护湿地和野生动物而遭受损失的
基本农田及第二轮土地承包范围
内的耕地承包经营权人和受影响
社区渊乡村冤进行补偿袁有效保护
了候鸟的栖息环境袁 破解了鄱阳

湖区野人鸟争食冶的窘境遥
近年来袁江西以体制创新尧制

度供给和模式探索为重点袁 着力
加强生态文明领域各项改革创
新袁形成了一批制度成果遥

在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机制方
面袁 江西持续深化抚州国家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袁 加快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尧确权尧抵押
等模式曰深化绿色金融改革袁率先
建立绿色银行动态管理制度袁绿
色市政专项债尧野畜禽洁养贷冶等
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遥

2020 年 8 月袁江西首个野两
山银行冶 在抚州市资溪县挂牌成
立遥 野借鉴银行耶存取爷理念搭建生
态资源收储中心尧耶生态通爷 运营
中心和绿色金融服务中心等工作
平台袁 让固化在土地上的资源变
成活钱遥 冶 资溪县委书记黄智迅
说遥

围绕野源头严控冶建机制袁江
西构建全省国土空间规划 野一张
图冶袁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3693 万
亩袁32 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实
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围绕野过程
严管冶建机制袁构建以五级野河长
制冶野湖长制冶野林长制冶 为核心的
全要素全领域监管体系袁 设立赣
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机构曰 围绕
野后果严责冶建机制袁全面推行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尧 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制度袁 省级环保督
察实现设区市全覆盖袁 将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考
评遥

勇于先行先试袁 大胆实践探
索遥 江西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 38 项重点改革任务全面完
成袁35 项改革成果被列入国家推
广清单曰 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
复尧全流域生态补偿尧国土空间
规划尧河湖林长制等改革走在全
国前列曰 抚州生态价值转化尧萍
乡海绵城市建设尧绿色发展野靖
安模式冶尧废弃矿山修复野寻乌经
验冶成为全国典范噎噎越来越多
的野江西智慧冶在美丽中国建设中
开花结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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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袁随
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力
推进袁许多地方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袁但也出现了新
的问题院野绿水青山冶有
了袁野金山银山冶还没有出
现袁当地老百姓收入提高
不快袁还在守着野绿水青
山冶过野美丽而贫困冶的日
子遥

欠发达省份江西袁加
快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
盾比较突出袁如何走出一
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
水平提高相辅相成尧相得
益彰的路子袁不仅是江西
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袁也
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的重要内涵遥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以来袁江西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理念袁在厚植
绿色家底的基础上袁积极
探索 野一产利用生态尧二
产服从生态尧三产保护生
态冶的野生态产业化尧产业
生态化冶之路袁通过提升
绿色经济含量尧生态农产
品品牌化等举措袁将野绿
色本钱冶真正转化为野发
展红利冶遥

只讲保护而不计民
生袁 保护工作肯定搞不
好遥 要让老百姓积极参与
环境保护袁不能单靠空气
好了尧水干净了尧环境美
了这样的感官体验袁关键
在于要帮助 野靠山吃山尧
靠水吃水冶的群众找到替
代生计尧谋取新出路遥 江
西通过生态补偿尧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等创新袁让群
众参与到野生态垣冶和野垣
生态冶 的经济发展全过
程袁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的双向转化通道冶成了
老百姓摆脱贫困尧奔向小
康的野民生通道冶遥

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荩江西靖安县北潦
河风光遥 凌 晔摄

一水护田将绿绕袁 两山排
闼送青来遥 行走在赣鄱大地袁
如置身一幅迷人田园山水画
卷中遥

2016 年 8 月袁 江西被纳入
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遥 多
年来袁 江西奋力探索生态优
先尧绿色发展路径袁交出了一
份亮眼的野绿色答卷冶袁走出了
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绿色发
展新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