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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吃山，是山里人千百年来的生存
方式。最穷的时候，毛阳镇唐干村村民曾
上山砍树、打猎，下河炸鱼、毒鱼。到最后，
山秃了、水黑了，一年到头忙活下来，收入
还不到千元。

直到后来镇里的护林员到村里来普
法，村民们才主动把家里的猎枪交出来，并
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青山绿水是保住
了，百姓的“金山银山”从何而来？“我开始
带着大伙儿养豪猪，一些村民琢磨着种些
百香果、冬种瓜菜和益智。”唐干村民小组
组长王明轩介绍，如今村里家家户户有产
业，去年村里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
是达到10788元。

唐干村的故事，是五指山群众更新观
念、转变发展思路的一个掠影。人们渐渐
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创造价值。

位于阿陀岭山腰间的什会村，在一座
山坡上，一垄垄碧绿的茶树叠翠，碧绿中透
着清香。凑近一点再看，会发现茶树丛里
很多蜘蛛正在结网捕虫。“我当年选择到五
指山种植茶树，看中的就是这里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妙自然茶园负责人徐雪燕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她在种茶过程中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专门买牛粪、羊粪、豆饼等有
机肥，虽说种植成本高出了不少，换回的却
是茶园的无污染、有机茶的核心竞争力。

一片片茶叶成了致富的“金叶子”，越
来越多的茶农在茶企的带领下来越多的茶农在茶企的带领下，，将一株株将一株株
茶树种满荒坡茶树种满荒坡，，如今五指山茶叶种植总面如今五指山茶叶种植总面
积已达积已达85008500多亩多亩，，生态资源真正转化成生生态资源真正转化成生
态效益态效益。。

““我们通过扶持种苗我们通过扶持种苗、、培训技术等方培训技术等方
法法，，鼓励农民在林下发展茶叶鼓励农民在林下发展茶叶、、南药等特色南药等特色
种植以及野山鸡种植以及野山鸡、、五指山猪等特色养殖产五指山猪等特色养殖产
业业。。””在五指山市市长陈振聪看来在五指山市市长陈振聪看来，，特色产特色产
业发展了业发展了，，生态经济起来了生态经济起来了，，受益最大的还受益最大的还
是当地百姓是当地百姓。。

更直接的生态红利更直接的生态红利，，则来自于越走越则来自于越走越
宽的生态旅游路宽的生态旅游路。。从漂流从漂流、、登山登山、、骑行骑行，，到到
赏红叶赏红叶、、观梯田观梯田、、采茶叶采茶叶，，凭借着得天独厚凭借着得天独厚
的生态资源优势的生态资源优势，，20182018年年，，五指山接待游五指山接待游
客客197197..3939万人次万人次，，同比增长同比增长99..44%%，，旅游总旅游总
收入收入44..1313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2626..6969%%。。

天更蓝天更蓝，，水更清水更清，，山更绿山更绿，，为生态做贡为生态做贡
献的五指山献的五指山，，如今也收获了大自然的馈赠如今也收获了大自然的馈赠。。

（（本报五指山本报五指山99月月1111日电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驱车来到五指山市番阳镇番阳村，田垄间一片片
翠绿的雪茄烟叶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泽。“从生态条件和
所处的纬度看，这里与国外优质雪茄产区极为相似，产
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日前，来自省内的多名专家学
者经过实地考察后，对五指山发展雪茄烟叶产业给予
高度期望。

作为一种区别于香烟的高端烟草制品，近年来雪
茄在全球市场销量增长迅速，中国市场销量年均增长
率达40%。“然而由于国内雪茄烟叶原料生产水平滞
后，目前只能大量依赖国外进口。”省烟草专卖局党组
成员梁开朝指出，五指山拥有良好地理位置和气候土
壤条件，是难得的生产优质雪茄原料的核心潜在区。

2017年，五指山番阳镇开始尝试雪茄烟叶规模化
试验种植，被山东中烟、河南中烟确定为原料供应基
地，每亩产值达1.8万元至2.5万元，烟叶品质获得市
场初步认可。“有了好的生态条件，还需要有好的生产
技术。”梁开朝坦言，目前从事雪茄生产的技术人员没
有受过专门培训，年龄结构老化、工艺技能不熟悉，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雪茄产业的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

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核心是要解决好核心是要解决好““人才人才””的的
问题问题。。99月月22日日，，由五指山勇毅雪茄庄园有限公司与省由五指山勇毅雪茄庄园有限公司与省
农林科技学校联合开办的烟草生产与加工专业正式开农林科技学校联合开办的烟草生产与加工专业正式开
班班，，标志着五指山在培养雪茄产业新型技能人才方面标志着五指山在培养雪茄产业新型技能人才方面
踏出关键一步踏出关键一步。。

雪茄烟叶被称为农民增收雪茄烟叶被称为农民增收““黄金叶黄金叶””，，可谓浑身是可谓浑身是
宝宝。。““譬如譬如，，烟叶废弃秸秆可以做肥料或用于沼气发电烟叶废弃秸秆可以做肥料或用于沼气发电，，
烟叶提纯后还能制作成药品烟叶提纯后还能制作成药品、、香精香精、、香料香料。。””海口雪茄研海口雪茄研
究所专家顾问管辉建议究所专家顾问管辉建议，，在抓好雪茄烟叶种植的基础在抓好雪茄烟叶种植的基础
上上，，五指山还可以将其打造成一条完整的生态循环全五指山还可以将其打造成一条完整的生态循环全
产业链产业链，，实现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环境效益的统一。。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接下来五指山也将统筹规接下来五指山也将统筹规
划划，，抓好落实抓好落实，，全力支持雪茄烟叶产业高标准全力支持雪茄烟叶产业高标准、、高水平高水平
发展发展，，并立足当地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并立足当地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促进雪茄产业促进雪茄产业
与生态与生态、、观光观光、、休闲休闲、、娱乐协调发展娱乐协调发展。。

（（本报五指山本报五指山99月月1111日电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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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生态红线，筑起绿色屏障，发展生态产业，带动百姓致富

五指山：绿水青山变金山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9 月 10 日清晨，“候
鸟”老人曲国清和往常一
样沿着五指山市区的南圣
河晨跑锻炼，一路草木清
香，他大口地呼吸着新鲜
空气，“还是在这里住着
舒服，空气好，污染少。”
作为一个6年前就开始移
居五指山的北方人，如今
他在山城停留的时间越来
越长。

从“候鸟”变“留鸟”，
让曲国清流连忘返的是五
指山的好生态，也是这样
一组绿意盎然的数据——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85%以
上，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
达到1万个以上，2018年
地表水、空气质量优良率
分别达到100%……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
山城发展对生态红线的严
防死守。近年来，五指山
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市战
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观，落实最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之余，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让城乡百姓真正共享绿水
青山带来的福祉。

穿行于海南中部山区的崇山峻岭穿行于海南中部山区的崇山峻岭，，五五
指山犹如一块翡翠般镶嵌其间指山犹如一块翡翠般镶嵌其间，，放眼望去放眼望去
满眼皆是郁郁葱葱满眼皆是郁郁葱葱。。这里是海南森林生物这里是海南森林生物
保护的核心区保护的核心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
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担当着为海南发展提供更大担当着为海南发展提供更大
环境容量环境容量、、为全省提供绿色支撑的使命为全省提供绿色支撑的使命，，特特
殊的市情注定了其难走常规的工业化殊的市情注定了其难走常规的工业化、、城城
市化发展道路市化发展道路。。

““我们宁可发展慢一点我们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蛮干乱也不蛮干乱
干干。。””五指山市委书记宋少华上任之初五指山市委书记宋少华上任之初，，便便
将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将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
置置，，先后牵头制定先后牵头制定《《五指山生态市建设规划五指山生态市建设规划
（（20132013——20202020 年年）》《）》《五指山市环境保护五指山市环境保护
““十二五十二五””规划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等一系列规划，，划定生态红划定生态红
线线、、基本农田红线等管控线基本农田红线等管控线。。

位于南圣镇占地位于南圣镇占地6060亩的某峡谷项目亩的某峡谷项目，，
计划开发酒店和文娱场所计划开发酒店和文娱场所，，但在项目环保但在项目环保
审批时审批时，，发现触及生态红线发现触及生态红线，，被禁止开发被禁止开发；；
位于水满乡的某酒店污水处理站不正常运位于水满乡的某酒店污水处理站不正常运
行行，，致使污水乱排致使污水乱排，，被处以罚款被处以罚款1818万元万元
……触及生态红线的项目被一票否决……触及生态红线的项目被一票否决，，打打
击各类污染环境行为毫不手软击各类污染环境行为毫不手软，，五指山用五指山用
制度和法规为生态制度和法规为生态““保驾护航保驾护航””，，正压紧压正压紧压
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我们结合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我们结合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
动动，，开展大气开展大气、、水水、、土壤专项整治土壤专项整治，，同时制定同时制定
《《““双随机一公开双随机一公开””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建立了双随建立了双随
机检查人员名录库及污染源信息名录库机检查人员名录库及污染源信息名录库。。””
五指山市生态环境保护局有关负责人介五指山市生态环境保护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绍，，该局通过科技手段该局通过科技手段，，在五指山市污水处在五指山市污水处
理厂理厂、、五指山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五指山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海海
南制药厂南制药厂、、华润水泥华润水泥（（五指山五指山））有限公司等有限公司等
国控国控、、省控重点企业都安装了在线监控设省控重点企业都安装了在线监控设
备备，，执法人员不用到现场执法人员不用到现场，，便能远程监控到便能远程监控到
企业的污水设备运行以及烟尘排放情况企业的污水设备运行以及烟尘排放情况。。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五指山林业部门严厉打击五指山林业部门严厉打击
乱砍滥伐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毁林开荒、、乱占林地等涉林违法乱占林地等涉林违法
行为行为，，严格把好林地使用审批关严格把好林地使用审批关，，今年前三今年前三
季度季度，，共发放林木许可证共发放林木许可证389389张张，，总蓄积量总蓄积量
为为77..1414万立方米万立方米，，远远低于省下达该市远远低于省下达该市
20192019年的采伐限额年的采伐限额1919..7676万立方米万立方米。。

““我们正以我们正以‘‘77··44黄花梨事件黄花梨事件’’为契机为契机，，
举一反三举一反三，，全面检视全面检视，，深入查摆在大局意深入查摆在大局意
识识、、法制观念法制观念、、资源监管资源监管、、作风建设作风建设、、队伍管队伍管
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链条整治监管工全链条整治监管工
作作，，全面整顿工作作风全面整顿工作作风，，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切实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建设，，务求取得整改实效务求取得整改实效。。””五指山市林业五指山市林业
局副局长房国超表示局副局长房国超表示。。

自从2016年10月被选聘为护林协管
员后，家住水满乡新村的蒋亚平俨然成了
一个行走的环保公益广告牌。“我们接受培
训后，意识到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现在逢人就宣传，就想让大伙儿都参与进
来。”如今，蒋亚平偶尔也会和护林员一起
巡山护林，既不耽误自己正常下地干农活，
每个月还能多领1000元工资，让他保护森
林生态环境的热情空前高涨。

让普通村民当起保护森林资源的监督
员，这源自五指山开展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护林协管员选聘工作。“各乡镇的护林协
管员大多是当地贫困村民，在解决贫困户
劳动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的同时，也加大
了五指山森林资源管护力度。”房国超介
绍，2019年五指山继续聘用294名护林协
管员（贫困人口）和增聘211名生态护林员
（贫困人口），进一步扩大管护覆盖面。

从以前“靠山吃山”的意识逐步转变为
“谁保护谁受益”的行为自觉，更为充分调
动起农民护林积极性的，是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机制的持续完善。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五指
山将生态环境保护补偿金从2500万元提
高到4000万元，用于生态补偿和生态卫
生环境整治奖励，惠及农村人口6.14万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1.60万人。
在此基础上，《五指山市2019年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实施方案补偿实施方案》》对补偿对象条件对补偿对象条件、、乡乡
镇农户信息采集登记等进行完善镇农户信息采集登记等进行完善，，在奖惩在奖惩
机制中增加焚烧秸秆机制中增加焚烧秸秆、、垃圾等污染环境行垃圾等污染环境行
为的奖惩内容为的奖惩内容，，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
偿偿、、受益者付费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
运行机制运行机制。。

将生态保护责任与群众利益直接挂将生态保护责任与群众利益直接挂
钩钩，，换回的是森林生态安全的进一步保换回的是森林生态安全的进一步保
障障。。20182018年年，，五指山完成造林五指山完成造林11141114亩亩，，对对
162162石场与畅好居石场与畅好居1414队石场回填土方超队石场回填土方超
过过1010万立方米万立方米，，完成完成5050亩山体复绿工作亩山体复绿工作，，
同时着力推进湿地保护专项工作同时着力推进湿地保护专项工作，，完成生完成生
态敏感区域态敏感区域22..2828万余亩湿地划线工作万余亩湿地划线工作，，对对
牙排水库牙排水库35653565..44亩湿地加以保护亩湿地加以保护。。

压实责任
严守一条生态红线

生态直补
筑起一道绿色屏障

林下创收
发展一批特色产业

雪茄烟叶成农民增收“黄金叶”

专家寄望五指山
做强雪茄产业链

今年前三季度

五指山共发放林木许可证389张
总蓄积量为7.14万立方米

2018年

五指山接待游客197.39万人次，同比增长9.4%
旅游总收入4.13亿元，同比增长26.69%

旅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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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红峡谷漂流景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俯瞰五指山市俯瞰五指山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武威武威 摄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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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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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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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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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五指山市南圣镇永忠村富有黎族特
色的民居。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五指山市番阳镇雪茄烟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