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沙：水美岸绿 环境清新

2021年 7月 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冯楠 张元斌

视觉编辑：王银艳 校检：刘杨红45

6月 28日，在金沙县沙土镇新爱村，一排排蜂箱沿着山
坡摆放，成群结队的蜜蜂在蜂箱之间来回飞舞，村民罗应永
正戴着防蜂面罩，逐一打开蜂箱查看蜂群长势情况。罗应永
曾经是在乌江库区发展养殖的渔民，2018 年他在政府的动
员下退出网箱养鱼行业，利用岸边林下资源发展起蜜蜂养
殖。“把网箱拆除了，就没多大污染了，现在养蜂年收入达
到5万元，乌江水体恢复了清澈。”罗应永高兴地说。

金沙县地处乌江库区北岸，水域面积达 1.2万亩，是地
处长江上游乌江和赤水河两大支流流经的重要区域，是长江
上游重要的生态保护屏障涵养区。上世纪末，当地群众利用
乌江水域发展网箱养殖，虽然群众有了一定的收入，但网箱
养殖带来了水体污染和航道安全隐患。2017 年，金沙县根
据省、市统一安排，开始对乌江库区水域网箱进行全面拆

除，并兑付渔民各类补助资金 7747 万元，顺利拆除 330 户
1357.82 亩养殖网箱。为保护渔民转产后不受损失，该县相
关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帮助 100户 400余名渔民在网箱拆除
后上岸发展新的产业。

7月 4日，在马路乡清坪村，挂着果实的核桃树随处可
见，随风摆动。马路乡作为赤水河流域上游的重要区域，从
2000年以来，该乡动员群众发展了 3万亩核桃种植。“核桃
种植既保护了赤水河的生态资源，又为群众找到增收门
路。”马路乡林业环保站负责人宋维全介绍。

在清池镇大坝村，张氏茶庄负责人张德勇定期到茶叶基
地检查茶树长势，组织群众对茶叶进行管护。2006 年以
来，张德勇投资 50 多万元种植了 500 亩茶园，建起茶叶加
工厂，每年收入达到 200 余万元，带动农民增收 40 余万

元。“在老家发展茶叶基地，既能为群众增收作点贡献，又
有利于赤水河生态环境的保护。”张德勇说。

为保护赤水河生态资源，金沙县在赤水河流域涉及范围
内禁止新建白酒、煤矿和其他矿产采选类等易造成水体污染
的项目，整合生态项目资金，种植核桃、茶叶，经果林等经济林
10 万亩，绿化荒山近 10 万亩，减轻了水土流失等生态灾
害，推进了土地绿化进程，生态文明理念得到充分的践行。

7月 5日，雨后的金沙县新化乡新龙村云雾缭绕，漫山
遍野的花草、树木宛如一幅水墨画。新龙村曾经因采矿而变
得千疮百孔、给当地生态造成极大破坏。2013 年当地政府
组织煤矿实施治理工程，共计恢复林地 1300 亩，复绿面积
1566 亩，栽种各种树苗 35 万株。新化乡党委书记李才忠
说：“矿山治理不仅极大改善了生态环境，昔日让人头疼的

废矿坑如今也已经变成绿色宝库。”
目前，该县已实施了 7个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项目，治理面积达 520公顷，全部恢复种植蔬菜、经果林、
中药材、草坡等绿色植物，实现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有
机融合，让工矿废弃区变成金山银山。

金沙县坚持铁腕治污，抓好中央、省委生态环保督察及
“回头看”反馈问题和信访问题整改，抓好扬尘、工矿企
业、燃煤及油烟污染治理。建成环境大数据监控平台，强化
空气污染源头管控，县城空气优良天数保持在 96.5%以上。
建设污水处理厂、完善垃圾收运系统，完成 23个千人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整治，实现县域河流地表水监测断面和饮
用水达标率 100%，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85%以
上，医疗废物处置率达 100%。 (李朝举 曾加录)

在金沙县禹谟、安底等乡镇有
机高粱基地，成片的有机高粱长势
喜人，色板诱控、性诱剂诱控、杀
虫灯诱控等绿色防控技术设施随处
可见。

“通过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减
少了农药使用量，保障了高粱的产品
质量安全，有 70多个合作社送检的高
粱获得有机认证，产品全部销往茅台、
金沙回沙等白酒企业，增加了农民的
经济收入。”金沙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中心主任陈志翔介绍。

贵州三丈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茶叶基地通过大力实施推广绿色防
控技术，获得了有机产品认证，茶
叶品质得到保障。“由于公司注重绿
色防控，施放有机肥，实行物理防
控，使产品质量得到了保障，产品
销 售 到 省 内 各 地 和 浙 江 、 天 津 等
地，受到客商的青睐，产品供不应
求，销售量和价格都得以提升。”贵
州三丈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邱进介绍。

金沙县以病虫害防治项目为抓
手，不断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
警，切实抓好专业化统防统治，大
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积极开展植

保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大面积推广普及生物农药和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在岩孔街道、五龙街道、安
底镇、禹谟镇、桂花乡等优质水稻基地推广“稻＋鱼”

“稻＋鸭”“稻＋虾”复合种养“绿色稻＋”绿色防控技
术示范，有机高粱、茶叶、蔬菜、优质稻示范应用 17.8
万亩，推广水稻、油菜、高粱、马铃薯、蔬菜、茶叶等作
物抗耐病虫良种应用面积 50万亩以上。减少了化
学农药施用，保障了水稻的产品质量安全。目前，
该县有机农产品认证 70 余个、绿色产品认证 4
个，地理标志产品认证3个。

（李朝举 何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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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下旬，金沙县平坝镇的镇、村、场三级林长都要到所包
保负责的林地进行巡林，做好林地管理，森林防火等工作。“各个
山头地块由各个村支书、村主任和绩效干部包片、包山头，具体
各个山头地块由各村的护林员负责，实现了所有山头地块全覆
盖，不留死角死面。”金沙县平坝镇林业环保站负责人介绍。

平坝镇境内有冷水河自然保护区，石仓林场、高原营林生产
合作社等重点林区，该镇进一步压实林长制，使林业资源得到了
保护，森林覆盖率提高到72%。

目前，金沙县建立完善覆盖县、乡、村及具体林场的四级林
长治理体系，在 234个行政村分别制作了林长制公示牌，将各级

林长职责及责任范围进行公示，把重点林区、林场、林地，逐片、
逐块、逐个山头行政管理和看护管理落实到责任人，形成了“职
责明确、监管严格、上下联动、运行高效”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长
效机制（林长制）的格局。

2020 年，金沙县县级林长共开展巡林 132 次，发现问题 58
个，制定整改措施58条，有效加大了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

目前，金沙县共完成退耕还林 14.66万亩，治理石漠化 69
平方公里，全县森林面积达 22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61.89%，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曾加录 张波）

抓实林长制 让青山更绿

7月 5日，金沙县循环经济园区内，依靠金元茶园发电有
限公司而建的金沙卓为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
忙的景象，该公司推动循环经济园区脱硫石膏资源综合利用，
提高了工业副产石膏的综合利用附加值，引领工业副产石膏综
合利用技术发展，实现循环经济可持续化。

“临近电厂降低生产成本，获取市场优势，生产出新型的

环保建材，新型石膏建材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
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资源优化
配置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金沙卓为环保新
材料有限公司厂长刘远林说。

日前，泰山石膏云贵公司在贵阳举行高端新品发布会，向
与会嘉宾展示了泰山石膏产品，并与云南省室内设计行业协

会、贵州省室内装饰协会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2011年，贵
州皇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落地金沙生产泰山牌石膏，公司利用
黔北电厂烟气脱硫石膏生产纸面石膏板，年产优质纸面石膏板
4000万平方米，年消耗石膏 30万吨，制成的石膏板可以满足
1200万平方米建筑物的吊顶、隔墙需要，工业产值达2亿元。

利用黔北电厂热能资源实施的蒸汽管道集中供热项目自
2019 年投产以来，逐渐满足了园区内企业和机关的供热需
求，2020 年累计供应蒸汽 12 万吨、今年预计可以突破 15
万吨。

(曾加录 陈雪)

变废为宝 促进综合能源再利用

每天，金沙县五龙街道外寨社区护河员袁光先都要抽时间
到自己所负责的偏岩河段进行巡查，清理河道内漂浮物和垃
圾。袁光先一边清理垃圾一边说：“每天都要把河里的垃圾清
理干净，现在环境好了，过来玩的人也多了，把垃圾捡了后，
水也清澈了。”

外寨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河长余昌海定期都要调度社区
护河员的工作，督促他们对河面、河岸保洁到位，对河道水体
进行监测，制止非法捕鱼等情况发生。余昌海介绍，“河长制
实行以来，河水没有了以前的腥臭味，也比较清澈，河岸干
净，绿树成荫，效果很好。”

金沙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格落实
河长制，开展河 （湖） 长大巡河巡湖及河湖“清四乱”专项行
动，把河湖巡、管、护、治等各项工作办实办好，县域内河流
水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营造出“河畅、水清、堤固、岸绿、
景美”的河流生态环境。

目前，该县 32条主要河流及重要的一、二级支流实现巡
河全覆盖，完成 23个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整治，实现
县域河流地表水监测断面和饮用水达标率 100%，实现了境内
河流湖泊水质长清的目标。 (李朝举 张波 陈雪)

实施河长制 护河湖长清

“刘总、我给你们的青脆李做销售哈……”最近，金沙县
禹谟镇新寨村青脆李基地经理刘静每天都要接待不少来自县内
外的客商，洽谈李子销售事宜。

2018 年，在贵阳经商的刘静通过招商，到禹谟镇新寨村
流转土地 1000余亩发展青脆李和玉皇李种植，目前，有500亩

已经进入挂果期，带动当地 50余人务工。当地群众将土地流
转给基地后在基地务工，每户每年可增加收入 1至 2万元。“基
地的建设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调整了产业结构，与村民结
成了利益共同体。”刘静介绍。

在茶园镇桂花村偏岩河畔的刺梨基地里，成片挂满果实的

刺梨迎风飞舞，即将进入采摘期。由当地返乡人士李平投资
400万元创办的乐农刺梨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已发展刺梨种
植 500亩，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今年，种植的刺梨逐渐成
熟，预计产量在 150吨左右，进入盛果期，产量能够达到 500
吨左右，产值达到上百万元。”李平介绍。

金沙县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果林种
植。目前全县猕猴桃、梨子、椪柑、青脆李、桃子等特色经果
林产业基地达到28.2万亩，让上万户村民依靠林果产业实现增
收，吃上生态饭。 (梁云乔 陈昱)

种下林果树 吃上生态饭

每天清晨，居住在金沙县城区的市民李先生都要和爱人一
道，到箐河生态湿地公园散步、锻炼身体，尽情享受森林城市
建设取得的成果。“在公园里锻炼，鸟语花香、空气清新，让
人心情舒畅……”曾先生边锻炼身体边介绍。

近年来，金沙县按照“老城区改造，城郊结合区优化，新城区

提升打造”的思路建设森林城市，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体现生
物多样性，花、草、树并重的原则，采取多层次、多品种、多形式布
局，形成了片、带、网结合的城市生态网络系统，做到有树有荫，
让市民行走在路上既能看到绿色，又能享受到荫凉。稳步推进
小区绿化美化，让市民出门就能享受绿色环境。

目前，金沙县老城戴家堡森林公园、金沙生态健身公园、
箐河生态湿地公园建设基本完成。完成老城区提升绿化 5600
余亩，城郊结合区优化绿化 3200 余亩，新城区绿化 8500 余
亩。实施城区公路绿化 30公里，城区主要街道、道路绿化 17
公里，滨河河道绿化 3.6 公里，做到“以绿为主、景观多元
化”，全县 103个集中居住型村庄均有休闲场所；对经过辖区
的杭瑞高速公路、赤望高速公路两旁视线范围内 9000余亩荒
山荒坡进行绿化，干线公路绿化率达 82%，水岸绿化率达
83%。 (李朝举 陈昱)

建设森林城市 改善人居环境

环抱在翠绿色中的金沙城区。 何志刚 摄

金沙县乌江库区。 何志刚 摄

青山环绕的金
沙县茶叶基地。

何志刚 摄

作为长江上游两大支流乌江和赤水河流经的重要县区之一，
金沙县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保护屏障涵养区。党的十八大以

来，金沙县立足实际，着力整治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
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