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口县是重庆国储林项目首个试验示范县，
农户将承包的集体林地入股到村集统一经营管
理，村集体再将林地经营权流转给企业收储经营，
实施林相改造。

“村集体和农民因此增加4笔收益。”城口县林
业局局长江成敏介绍，一是林地流转费，每亩每年
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10元、村民收入40元；二是
成材林木分红，企业对原有林木进行经营性采伐，
按照采伐每立方米50元支付村集体进行收益分
红；三是劳务收益，森林经营项目优先雇佣租地农
民务工；四是产业收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推
动林下种植养殖业发展。

目前，张地翠所在的岚山村，7415.4亩集体林
流转到了国储林项目，全村每年流转收益370770
元，农户务工收入达30余万元。到今年底，城口50
万亩林地经营权收储任务全部完成，全县每年增加
流转费2500余万元，解决就业3000人次，新增劳
务收入2000万元，新增林木采伐分红150万元。

一棵树的生态价值究竟是多少？有国外学者
做过测算：一棵50年树龄的树产生氧气、吸收有毒
气体、防止大气污染、涵养水源等，累计创造价值
约196000美元。

“城口每一棵树都在逐渐变成‘摇钱树’。”
城口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储林项目实施林
相改造，对灌木林、残次林通过新造、抚育的方式，
改造森林景观，形成优质林；对密度过大的森林通
过改培，培育大径级木材；培育核桃等经济林，打
造核桃高产示范基地；培育林下经济，以中药材为
主，打造10万亩大巴山优质中药材基地；引进林木
加工企业，对改培梳林木材深加工；依托50万亩储
备林项目区，打造巴山湖湿地公园、航空茶场森林
康养基地、航空茶场花卉苗木基地、修齐森林康养
基地、黄安坝高山草场度假区等森林康养旅游休
闲地，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林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助推农户增收、企业增值、生态增美、社会
增效。

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城口持续开
展增绿添绿行动。目前，全县已完成新一轮退耕

还林35.3万亩、还草0.8万亩，实施营造林42.07万
亩，恢复治理矿区面积1000余亩，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773.27平方公里，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0.2%，
生态资源总量不断壮大。

2018年，重庆市在全国首创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提高森林覆盖率确有实际困难的区县，可以向
森林覆盖率高出目标值的区县购买森
林面积指标，计入本区县森林
覆盖率。

去年 11 月，九龙坡
区政府与市林业局、城
口县政府签订横向生
态补偿森林面积指标
购买协议，九龙坡区
将向城口县支付1.5
万亩横向生态补偿
资 金 共 计 3750 万
元。森林资源优势正
转变为经济优势。

城口拥有亚洲最大的钡矿床和全国第五大锰
矿床，目前已探明储量的有锰、钡、煤、铁、铅、锌、
大理石和古生物化石等20多种，被誉为“西部矿
都”。

锰矿被誉为“黑金”，过去是城口的经济命
脉，占据当地财税收入80%。作为锰矿产业
集群地，高燕乡矿业年产值达到7.1亿元。

“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带来了污
染。”高燕乡党委书记高军介绍，10多年前，
工矿企业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导致高燕河
流域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污染，废渣
等固体废物排入河道，造成河道抬高、河底
淤积、良田受损。“河水变黑了，连鱼儿都看
不到了。”

高燕河污染，对行洪、用水及两岸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此，城口重拳治理

锰矿污染，针对高燕河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流域，重
点实施工业“三废”整治（即流域内大气污染、水污

染、固体废物污染）、修建防洪堤、土地治理、河道
绿化、挡渣围墙修建、工业渣场建设6项整治。城
口县环保局对流域内企业生产进行严格监控，坚
决杜绝环保设备不运行、污染水体不经处理直接
排入河流、向河道乱倾乱倒固体废渣废物等行为。

“一泓清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态之源。”城口
县水利局局长曾纪林介绍，城口地表水属长江水
系，北部为汉江流域的任河水系，南部为嘉陵江流
域的前河水系。境内任河是汉江最大的支流，发
源于城口，因在城口境内有9条支流，又称作九江，
严格保护饮用水水源地任重道远，“强化‘上游意
识’，扛起‘上游责任’，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
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把好水污染‘源
头关’‘入口关’‘处理关’。”

城口聚焦羊耳坝水库、三合水库、乡镇场镇集
中供水水源地三大水源保护地，锁定任河流域、前
河流域、县城、工矿区四大重点区域，全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水污染防治、蓝天保卫战、土

壤污染防治三大标志性战役，建成城镇污水处理
厂23个，县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保持在340
天以上，PM2.5在全市处于“优等”水平。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推进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和“厕所革命”，实施125个行政村农村环境连片整
治，建成市级生态乡镇13个、市级生态村127个。

与此同时，全面落实“河长制”，在全市率先创
新推行“路长制”，科学精准开发农村保洁、护路、
护河、护水、护线等公益性岗位10181人次，推进
生态环境管护；坚决淘汰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落
后产能，先后关闭煤矿和非煤矿山29宗，淘汰土法
焙烧窑53口；坚决打击河道非法采砂取石，关停
78家非法采石（砂）场。

城口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巨伟称，通过对地表
水水质进行现场采样和分析，高燕河水质环境良
好，符合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要求。

鱼儿又回到了高燕，而任河的水质标准也得
到了保持。

每棵树都是“摇钱树”

鱼儿又回到了高燕河

城口县庙坝镇
中药材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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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是野生崖柏的原生地，也是世界范围
内崖柏仅有的栖息地。城口县持续加大保护区
濒危植物崖柏的拯救和繁育力度，在崖柏重点群
落区域安置野外红外监测摄像机和全球定位系

统，建立２５个崖柏固定样地监测站和径流监
测场，为崖柏的生长和繁育收集可靠科学依
据。

截至目前，大巴山自然保护区实施原生
地野外回归600亩，12万株崖柏幼苗从繁
育基地移栽到原生地，崖柏种群数量逐步
扩大。

“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蕴藏着丰
富的生物资源，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植物
230余种。”江成敏介绍，全县35.2%国土面

积属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4.01%划入生
态红线管控，自然保护区涉及12个乡镇56个行

政村33500余名常住人口，“统筹生态保护与脱贫
攻坚双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为呵护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城口县
深入宣传贯彻《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全力推动大巴山保护区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同
时逐步建立完善林业行政执法体系，组建林业
综合执法队，建立执法联动机制和跨区域联合
执法机制，加大保护区违法行为的查处和打击
力度。

今年以来，全县查获行政案件29件，查处违法
人员29人，保护区内珍稀濒危动植物已呈恢复性
增长趋势，世界极度濒危植物崖柏得到有效的拯
救保护。

“统筹处理好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发展的
关系。”城口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大巴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巴山湖国家湿地
公园是城口3张生态名片，全县强化增绿植绿、强
化生态脆弱区修复治理，落实好天然林管护责任，
持续增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态功能，保持生物
多样性，坚守住“三大保护区”。

2017年，城口巴山湖湿地公园通过国家湿地
公园验收。试点建设以来，这里修建了休闲健身
步道、滨河公园，实施裸地绿化9000余亩，低效林
改造5000余亩，增殖放流鱼苗150余万尾，连片种

植干果林4700亩，不断提升了巴山湖国家湿地公
园的品质。

现在，城口对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周边村开
展环境综合整治，实施药用连翘栽植及管护项目，
并实施测土配方施肥试点，修复湿地生态环境。
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成功上榜重庆最美国家级湿
地公园，所在的巴山镇被评为“重庆市最美乡村旅
游度假镇”。

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大巴山腹心地带的
高山峡谷地区，分属汉江源头和嘉陵江一级支流
渠江源头，既关系到水生态安全，又承担着生物物
种多样性保护。

“我们的工作就两件事，一是不让人砍树，二
是不让人烧林。”九重山森林管护站的护林员周兴
中在这里护林近40年，他介绍，现在公园安装了5
套可见光云平台森林防火视频监控、8套卡口视频
监控点，每个可见光云平台可对林区3公里-5公
里进行360度监控，森林防火监测预警系统与线下
人员巡护相结合，公园管护更到位。

坚守住“三大保护区”

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 摄摄//王荣王荣

城口 让生态明珠熠熠生辉
“这么多？”接过一沓钱，张地翠眼前一亮，数

了又数，足足7920元！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是
不是多给了？”

“全是你的！”得到工作人员肯定的回复，张地
翠才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

这一幕发生在国储林项目重庆城口首批集体
林权流转金兑付会上。张地翠家住城口县修齐镇
岚山村，过去，她家198亩林地因无人看管成了荒

山，流转给国储林项目后，不但变成了青山，每年
还有一大笔流转费。

让“沉睡”的森林坐地变钱，让荒芜的林
地重披绿装，这只是城口县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的一个缩影。城口是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和国家南水北调重要水资源储备库，
全县国土面积 35.2%属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生态环境是我们最大的资源，保护生态是我
们最大的责任。”城口县委相关负责人说，城口县
始终坚持全过程、全地域、全流域抓好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厚植绿色发展本底。事实证明，绿水青
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脱贫致富奔小
康，大巴山的绿水青山正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城
口对生态的保护得到了大自然的回馈——

城口锰钡资源富集，但低品位锰矿的提
纯难、高品位锰矿高硫高磷污染严重。这些
年，面对12个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城口守住
生态和安全“两条底线”，坚决说“不”！

问题总不能绕开走。城口与重庆大学等
合作成立绿色锰钡新材料联合实验室，把“绿
色生产”理念融入产品设计、工艺制作、包装
策划等环节，引进13项锰钡深加工新技艺、
完成4条锰钡产业生产线智能化技改，推进
锰钡等传统工业生产过程智能化改造。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
难存。”城口坚持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
路，也决不走“守着绿水青山苦熬”的穷路，更
决不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

地经济增长”的邪路，要依托得天独厚的
生态自然资源、生态气候资源、生物多
样性资源、生态红色民俗旅游资源、
生态产品资源，不断探索“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新路径，让
绿水青山发挥出巨大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2019年7月以来，西南大学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乡村振兴战略
研究院等机构和城口县签署协议，

共同建设城口分院，着力推进全域
生态资源资产价值化研究，探索县域

生态资源多元化的“价值化实现形式”，
以城乡融合为指导、农文旅融合为主线，以
构建山地特色生态经济体系为抓手，以生态
资源价值实现为着力点，打造大巴山区生态
文明与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

随即，城口对全县190个村和涉农社区
清产核资，共清理集体资产13.7亿元，集体
土地42.6万亩，确认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1万余人，配置股份21万余股，推动资源价
值化改革，盘活沉睡资源，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同时探索生态带贫益贫
机制，建立“贫困户+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市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贫困户+产业扶
贫基地”“贫困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
户+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利益联结类型，土
地流转、入股、订单收购、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等10种利益联结模式，培育发展生态旅游、
畜牧、干果、中药材等扶贫主导产业。

生态抓共建、环境抓共保、污染抓共治，
让生态环境好上加好、美上加美，把“生态雪
球”越滚越大。据测算，城口每年生态服务价
值高达65亿元。

文图除署名外均由城口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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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向绿色转型发展
““城口县生态系统城口县生态系统

完备完备，，森林覆盖率达森林覆盖率达
6262..99%%，，森林面积位居森林面积位居
重庆市第一重庆市第一。。植物资植物资
源种类丰富源种类丰富，，野生动物野生动物
种类繁多种类繁多。。独特的自独特的自
然环境形成了多样的然环境形成了多样的
生态景观生态景观，，河谷河谷、、森林森林、、
湿地湿地、、草地等遍布全县草地等遍布全县
…………””

这是这是20132013年中国年中国
气象学会授予气象学会授予““城口城口··
中国生态气候明珠中国生态气候明珠””称称
号时的报告词号时的报告词。。77 年年
后后，，城口森林覆盖率达城口森林覆盖率达
到到7070..22%%，，生态环境综生态环境综
合指数居全市合指数居全市1010个重个重
点生态功能区第一点生态功能区第一，，并并
成功创建市级生态文成功创建市级生态文
明示范县明示范县，，入围入围““20182018
绿色发展典范城市绿色发展典范城市””名名
单单 。。

生态明珠熠熠生生态明珠熠熠生
辉的背后辉的背后，，是城口人对是城口人对
生态的倍加呵护生态的倍加呵护。。

大巴山自然保护区黄安坝晚秋 摄/张其辉

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摄摄//王荣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