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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4 月 20 日电(记者李美娟)“有
一种生活叫靖安。”驱行于江西靖安的山水田
园、村落乡镇，舒心惬意的景致、如诗如画的意
境，靖安“口碑”不由得钻进脑海。

靖安，一个生态环境十分优美的县———
84 . 1% 的森林覆盖率，全县 11 个乡镇都是国
家级生态乡镇。

为了呵护绿水青山，靖安不仅有在全国效
果好得出了名的“河长制”“路长制”，还有给全
县近 3000株百年古树配“保姆”等妙招……靖
安“治山理水”，久久为功、深入人心。

在保护中开发、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美”也
要“百姓富”。乡村旅游加速发展、有机农业生机
勃勃、康养产业项目接二连三……靖安县初步
构建了全域有机农业、绿色低碳工业、全域生态

旅游产业体系。
走访靖安，记者深切地体味到，这个县生态

文明建设从“治山理水”进入了“显山露水”阶
段，生态守护厚积薄发的靖安，开启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加速度。

春日里，靖安规模最大的白茶茶场仁首周
口茶场进入采摘期，600 亩连片茶园一片繁忙，
采茶女工们有的向茶场交送新采摘的茶叶，有
的围坐在一起分拣茶叶。采茶女工涂源娇每年
到这里采茶 20 天左右，她告诉记者，这天采摘
了 6 公斤，劳务费 200 元。

靖安生态有机农业声名远播。全县已有 60
个农产品获得绿色有机食品认证，认证面积
16 . 7 万亩，有机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15家，被评
为全省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国家有机产品

认证示范创建区。建成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基
地 25 个，高山蔬菜、娃娃鱼、淡水三文鱼生产
养殖基地正不断培育壮大。

靖安打造全域“大景区”，提出“以大型旅游
项目为支撑，以乡村旅游为背景”的全域旅游
发展格局，去年共接待游客 757 万人次，实现
综合收入 44.2亿元，增长均在 40%以上，绿水
青山正在加速转化为富民强县的金山银山。

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户外运动天堂”成
为靖安县主打旅游品牌之一。靖安大力开发
登山、溯溪、徒步探险、自行车骑行等运动旅
游“动”产业，承办了多次国际性自行车赛事。

以“农宿文化”为主题的乡村休闲旅游在
靖安遍地开花，涌现出了三坪村、古楠村、蓝孔
雀生态园、象湖湾生态园等一批在省内外知名
度较高的乡村旅游代表，乡村旅游接待人次突
破 200 万人次，成为乡村振兴的一大引擎。全
县 11个乡镇建设有 96个民宿旅游示范点，参
与农户 1030户，接待床位 12000多个。

打造度假养生养老“静”产业。3 月的高
湖镇永丰村百香谷农旅医康养产业园已初露

峥嵘，这是一个旨在打造休闲农业、生态旅
游、国医传承、中医保健、健康养生为一体的
农旅医康养大健康产业园。由北京云游创展
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3000 万元建设小湾禅舍
项目，集养生休养度假为一体，4 月初对外接
待游客。

去年 1 月，以云技术为引领、大数据为支
撑的江西第一朵“生态云”在靖安亮相，生态
云通过 11 个监测系统，获取靖安的各项生态
数据，利用数据推广，为农产品、旅游景点、养
老房产等增加附加值，成为促进生态美与百
姓富有机统一的“祥云”。

这个 15 万人口的小县，近 3 年来荣获国
家和省级生态文明荣誉品牌 20 多个：全省首
个国家级生态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

“靖安大数据、大智慧、大健康产业蓬勃
兴起，康养项目、旅游项目纷至沓来……应该
说靖安的生态价值迎来了迸发期。”靖安县县
长严旭辉说。

山水田园如画，“有一种生活叫靖安”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彭红、丁冬霞、佘勇刚、
宋玉萌)江苏，白塔村。藏在半山，隐在竹林，静
静地，一副苏南乡村的灵秀模样。

在村里当了 20 多年“领头雁”的白塔村党
总支书记欧阳华，刚从北京参加完全国两会，又
马不停蹄地参与到该村游客服务中心有关党群
工作的安排中。

十几年前，位于宜兴大西南的白塔村就是
一个偏远小山村。前些年，欧阳华总是没日没夜
地“忙活”。发展村级经济没有钱，他几度去上海
和无锡等地引资；回来后，又是田里、林间、村民

家里来回跑。
近年，白塔村不断夯实党支部建设，把培养

一批讲党性、懂经营、善管理、能带富、有威信的
农村党员培养成“领头雁”当成头等大事。

“一雁高飞众雁随”。在南天竹的种植推广
中，全村 30 多名党员干部每人带头试种 3至 5
亩，苗木试验田打消了村民的顾虑。

如今，全村已有 250 多家农户种植了 1800
多亩南天竹，亩均收益达 3 万多元，小小南天竹
已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金牌产业，还辐射带动
了周边村的农户参与种植，每年为当地村民带

来 5000 余万元的收入。
“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欧阳华说，

通过党建，村里规划点亮了“生态立村、文化
强村、旅游兴村”三盏“明灯”。如今，村庄越
“画”越美，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在生态立村方面，欧阳华说，村里始终围
绕“产业透绿”刷新产业模式，才得以带来民
生发展后劲。

在发展乡村旅游业过程中，党员陈益民
率先发展民宿。其所在横塘自然村先后有 10
户村民跟随参与。现在，村党总支部共引进民
间旅游项目资金 2 . 6 亿元，行香竹苑、心宅、
有庐等一批特色精品民宿相继建成，带动了
白塔乡村旅游发展。

与此同时，白塔村党总支部还积极引
导农民参与互联网+本地生活 OTO 平台，
创新打造“白塔味道”系列品牌，并通过素

博会、“白塔乡村旅游季”等活动扩大知名
度。

“党员干部创业谋发展，不能投机取巧，
不能急功近利，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出发
点，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让发展更有质量、
更可持续。”欧阳华深有感触地说。

白塔村悄然蜕变，“全国特色村”“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中国生态文化村”等荣誉接
踵而来。

如今，以白塔村为“领头雁”的头雁效应
逐渐凸显，宜兴乡村发展越来越多的红色
细胞逐渐被激活。张阳村摒弃过去靠采矿
谋生的做法，发展花卉苗木、生态农业、农
家乐观光休闲等产业；美栖村继承传统习
俗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将荒地打造花田
灯海。

一雁高飞众雁随，党建“画”美白塔村

新华社南京 4 月 20 日电(记
者何磊静、张展鹏)江苏省泰兴市
黄桥镇是革命老区，“黄桥战役”
在此打响，“黄桥烧饼”名声在外。
这些年，这座以烧饼闻名的小镇
却悄然有了“东方提琴之乡”的新
称号，致力打造一座中国农村里
的“乐城”。

烧饼小镇成了“提

琴王国”

黄桥镇上“烧饼”招牌曾随处
可见，家家会做烧饼不足为奇。镇
长王晓云说：“以前黄桥人都爱拿
烧饼送人，近些年，却习惯把自己
亲手造的小提琴作为礼物。”

这一变化是因为黄桥已是全
球提琴生产重镇。“这里有 230 多
家提琴生产及配套企业，3 万多
从业人员，每年生产各类提琴 70
余万把，占世界市场的 30% 以
上。”王晓云说，黄桥提琴销往欧
美等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
可达 24 亿元人民币。

黄桥提琴渐成乐器界独特的
中国元素。当地高级制琴师徐小
峰介绍，小提琴制作有 197 道工
序，黄桥的工艺已能比肩国外领
先水平，“我们的小提琴多被欧美
客户订走，还在北京奥运会、上海
世博会进行过集中展示，已成为
国际乐器展览会上的常客。”

据王晓云介绍，黄桥镇正计
划投资 50 亿元，打造一个 3 . 8
平方公里的乐器主题小镇，集乐
器文化、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和生
活体验于一体，到 2020 年成为产
值百亿元的“爱乐之城”。

“西方乐器”缘何能

落地生根？

在欧洲流行数百年的小提
琴，何以成为中国农村一座小镇
的名片？66 岁的居民李书知道答
案。

上世纪 60 年代，北京、上海
等地陆续出现了提琴厂，几个在
上海造琴的黄桥人回家乡办了个
小厂，李书恰是当时的一名学徒
工。七十年代初，黄桥造出的第一
把小提琴，就出自他手。

李书如今是黄桥镇上规模最大的提琴制造厂——— 凤
灵乐器集团的董事长。“公司产的小提琴出口到美国、意
大利等 80 多个国家，年出口额有 2000 多万美元。”

1995 年初，美国一家乐器经销公司参加世界乐器
博览会，有 95种样品必须在 2 个月内出样。“按惯例
做出来得 3 个月，当时又值春节，我们铁了心加班加
点，用 53 天圆满完成了任务。”李书说，这次合作打
动了客户，到年底时凤灵 50% 的产品通过该公司销往
美国市场。

西欧要高质、亚洲要实惠……针对不同市场需求，李
书采取不同营销策略，目前凤灵集团能生产 120种小提
琴，价格从几百到 10 多万元不等。但在李书眼中，技术的
进步才能让黄桥小提琴更具竞争力。

“要让小提琴音色好、防干裂，制作木材得风干达 50
年，以降低其中的水、糖分、树脂等。我们公司首创了微生
物技术，用酒里的酶提前催化，能去除大量杂质，可以缩
短风干时间约 20 年。”李书说。

从“全城造琴”到“全民爱乐”

在黄桥镇中心小学的提琴社团里，12 岁的李坤宇
和同学们抓紧排练，立志要在市级比赛中夺得头名。李
坤宇梦想做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去年当地社区举行“春
晚”，他演奏《茉莉花》。“有 300 多人在台下看。妈妈都哭
了，直抱着我说‘真棒’。”

“这里不少学生都像李坤宇一样爱拉小提琴，小提琴
就是他们的玩具。”提琴老师钱慧说，黄桥镇将乐器艺术
教育推广到数所小学，学生从一到五年级都能学习拉提
琴。“他们不仅能了解家乡的产业，更能在学音乐过程中
培养艺术爱好，陶冶情操。”

10 多年来，凤灵集团与泰兴歌剧团合作成立“凤灵
文化艺术中心”，已为 6000 多名工人培训了小提琴、钢
琴、吉他等课程。李书说，造琴工人如果会拉琴，不仅能让
制作工艺上个台阶，还说明这项艺术真正提升了工人的
生活质量。

“黄桥人不仅要会造琴，还要会拉琴、会品琴，未来黄
桥要从提琴‘制造之乡’向‘艺术之乡’转变，努力形成全民爱
乐的氛围，让小提琴产业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王晓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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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给外国客人献
上新疆特有的艾得莱斯丝
巾。

新疆牛津宝贝国际幼儿
园是一个多民族孩子聚集的
园所，教学中他们把民族元
素植入特色课堂，教孩子们
打馕、做馓子。让孩子们从小
就了解新疆、热爱新疆，取得
了良好效果，成为新疆地区
民族团结示范国际幼儿园。

近日，加拿大魁北克省
教育协会主席珍妮弗·马卡
龙一行来访。对牛津宝贝开
设的课程及园所建设给予了
高度肯定。 （胡洪波摄）

边疆幼儿园

引来外国客

据新华社郑州 4
月 20 日电(记者李亚
楠)父亲带年幼的女
儿外出如厕时，该去
男厕所，还是女厕所？
记者从河南省郑州市
城市管理局获悉，今
年年内郑州将增加
200 个第三卫生间，
以方便幼童等需协助
的异性亲属如厕。

近日，郑州发布
《郑州市生态修复城
市修补工作实施方
案》，涉及公厕、交通、
教育等多个方面，其
中，增加 200 个第三
卫生间，解决协助异
性亲属如厕的问题成
为亮点。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管理处处长薛
芳礼介绍，第三卫生间将重点配备在人流量大
的区域、居民社区附近，如果条件允许，还将在
第三卫生间配备婴儿床等，方便母亲给婴儿换
尿布。此外，在公厕的建设中，还将按比例增加
女厕厕位。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记者高敬、秦华
江)生态环境部 20 日一口气通报了 3 起环境污
染典型案例，不仅企业违法行为被曝光，政府部
门不作为、慢作为乃至暗中支持违法排污等问
题也被直接点名。

这些典型案例分别是：江苏盐城市辉丰公司
严重环境污染及当地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不力问
题、湖南省严肃查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
县鸿升纸业中央环保督察污染反弹问题、湖南邵
阳市威凌公司中央环保督察污染反弹问题。

辉丰公司等企业严重污染环境

在生态环境部的通报中，江苏盐城市辉丰
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非常突出。

辉丰公司是全国农药行业的大型企业，也
是一家上市公司。今年 3 月，据群众举报，生态
环境部组成的专项督察组发现该公司存在非法
处置危险废物、违规转移和贮存危险废物、长期
偷排高浓度有毒有害废水、治污设施不正常运
行等环境违法行为。

督察组在厂区两处区域挖掘均发现危险废
物。其中一处掘深仅 1 . 5 米即发现黑色污泥，
经鉴定属危险废物；掘深 3 米后渗出散发刺激
性气味的黄色污水，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浓度严
重超标。经对周边地下水取样监测，地下水已明
显受到污染。

督察还发现，辉丰公司长期利用雨天将含
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高浓度废水排至厂区西侧八

中沟，进而汇入黄海。仅 2015 年，企业利用暴雨
时机就 10 余次偷排高浓度废水。甚至在督察组
现场检查时，企业仍擅自外排废水，废水化学需
氧量浓度超标 1 . 61 倍。

督察组指出，为了逃避监管，企业在填埋的
危险废物上面嵌有混凝土层，之后再覆清土和
建筑垃圾，还有部分填埋区域上方甚至建有生
产车间或其他建筑物。为应对检查，还临时编造
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提供虚假报表。

在湖南湘西，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期间，地
方已对长期违法排污的鸿升纸业实行查封断
电。但督察组走后，这家企业擅自通电恢复生
产，违法排污问题突出。

污染严重的威凌公司情况与之类似，也是在
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后，被地方要求整改。
但督察结束后，当地有关部门在企业没有落实整
改情况下，擅自撤销监管措施，导致污染反弹。

当地政府对环境违法行为听

之任之，甚至暗中支持

辉丰公司严重污染问题主体责任在企业，
但督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党委、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环保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十分突出。

实际上，当地政府对企业严重污染环境的
行为一直处于知情状态。通报指出，2013 年以
来，盐城市及大丰区党委政府及其环保部门共
收到涉及辉丰公司环境污染问题的信访 130 余
件，但查处工作流于形式。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期间，先
后两次交办群众举报。但当地避重就轻，仅就
企业环境管理提出整改要求，未开展针对性
调查，最终以举报不实为结论向社会公开。

根据群众举报，2017年 12月，大丰区在辉
丰公司下属企业挖掘出违法填埋的农药残渣
等危险废物 50余吨，但工作中途而止，不仅没
有继续挖掘处理到位，也未对企业进行查处。

2018 年 1 月，群众通过律师致信盐城市
委、市政府，反映辉丰公司偷排高浓度废水情
况，但盐城市环保局未经核实，即公开调查情
况，认定辉丰公司不存在环境违法问题。

通报指出，对湖南威凌公司污染反弹，洞
口县委、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企业存在的
问题听之任之。邵阳市及洞口县两级环保部
门不但没有加强监管，反而为企业补办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不断奔走，在湖南省环保厅
作出不予换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后，随即向省环保厅出具公司已基本整改到
位的证明。

对鸿升纸业污染反弹问题，当地政府和
环保部门对企业擅自恢复生产视而不见，没
有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经信部门及镇政
府甚至暗中默许企业恢复生产。

专家建议利用中央环保督察

利剑，建立属地有效监管

目前，湖南省依法依规关闭了鸿升纸业，

对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其他两家企业的问
题，督察组也已形成案卷，分别移交当地省
委、省政府实施问责。

如何减少甚至杜绝企业与督察组“捉迷
藏”？如何遏制地方保护的冲动？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很
多环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症结之一就
在于地方执法不严。中央环保督察像是一柄
利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刺破地方的
“保护伞”。

“但由于中央环保督察组不能长期在地
方蹲点，可能会出现污染反弹问题。要想取得
长效，就必须把有效的属地监管激发起来。”
他说，要在建立信息公开等机制方面下功夫，
从制度上遏制地方保护。

新环保法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
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
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等，接受社会监督。

马军说，目前这项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
不少地方仍未落实。他建议中央环保督察要
着重完善重点排污单位排污监测信息公开制
度，让企业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建议
将确认过的投诉举报信息公开，压缩地方暗
箱操作的空间，对政府部门不作为形成制约。

对涉及危险废物的，他提出可借鉴国际
经验，建立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制度，对危险
废物处置或转移进行登记并按年度公开，使
危险废物去向明确，监管上形成闭环，遏制企
业随意倾倒、填埋危险废物等问题。

生态环境部通报江苏和湖南共 3 起环境污染案例

企业环境违法被曝光，政府不作为被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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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9 日，余江县智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展示植
入芯片的智能鞋垫。该智能鞋垫可通过芯片收集数据，并
通过手机 APP 发出自动提醒，为跑步者提供运动参考。

游客手提智慧果篮，便可自动定位、自动称重计价；
轻点鼠标，智慧大棚便自动调节温度，自动浇水、施肥；还
有更多的智慧路灯、智慧鞋垫、共享单车……在江西省余
江县，这样的智慧生活离市民越来越近了。

2017 年以来，江西省余江县借助窄带物联网(NB-
IoT)技术的应用，大力支持发展智慧产业，通过信息建设
带动农业、制造业及各类新兴产业的升级和发展，让居民
享受“智慧城市”带来的智能化生活。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智慧生活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