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宫 梅 梁利杰

电话:(0531)85193248 Email:dzrbxyb@163 .com 县域 7

□本报记者 任松高 彭辉
本报通讯员 邓志云 王嘉

20多平方公里的矿山旧址上，1 . 2平方公里
的核心区变身为现代农业种养和观光旅游生态
公园；荒山秃岭和烂泥滩，经10余年生态修复成
为国家级海洋生态公园，年收益过亿元……

在乳山，超过八成企业建立循环经济产业
链条，新上项目40%以上是新兴产业，先后有10
多个过亿元的项目因不符合生态环境要求被否
决。算好三笔账，划生态“绿线”为项目“红线”，
绿色始终是乳山经济发展的“底色”。

偿还生态账，重建绿水青山

6月1日，乳山城区北部，占地150余亩的金
碃岭体育公园免费开放，公园设置了田径场、足
球场、网球场等14个运动场地和老年活动区、儿
童游乐区，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走出社区就能
休闲健身。

“这里当年采矿遗留下不少矿坑和矿井，四
处挂着警示标志，大人小孩没人敢进去，咋也没
敢想现在变成了这么大的体育公园。”在附近生
活了62年的市民宋强感触很深。

公园前身是乳山主要黄金开采区之一，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陆续采挖，到1999年闭矿
时，留下主要采空区5处，大小矿井10多处，最深
处达上百米，地下采空区面积超过7000多平方
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一直空置在城市的角落
里。2015年初，金碃岭金矿废弃旧址纳入到了乳
山偿还生态欠账计划，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开始
唤醒这片土地，拆除7800多平方米废弃建筑物、
充填4万多立方米的采空区、恢复200多亩土地、
绿化5万多亩景观林，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总投
资5000多万元的生态体育公园建成开放。

作为胶东半岛黄金的主产区之一，乳山矿产
资源丰富，曾一度成为经济支柱。但在开采金矿

资源、发展金矿经济的同时，私采乱挖等为了一
己私利的现象频现，不科学的探矿挖矿、粗放式
的开采对当地山体、植被、水源等造成了破坏，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人身安全。进入新世
纪，乳山就提出了建设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组
织安监、环保、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大规模集中
整治乱采滥挖，先后关闭清理矿井500余个，有资
质的矿山开采企业由200多家减少到24家。

在生态欠账上止血，在生态修复上造血，乳
山每年投入上千万元的资金对各处破坏山体、
废弃矿井矿坑和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全面整治，
恢复绿水青山。原本靠矿而生的农民，在这片矿
山废弃地复垦复耕土地万余亩，发展起以高丽
参、苹果、金银花、蓝莓、樱桃等10余种经济作物
为主的高效农业生产区。

算好开发账，掘金绿水青山

端午小长假，来乳山观光旅游的游客超过
10万人。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自从宣传片登
上法国巴黎气候大会以来，正成为生态修复的
国家名片，已成为乳山旅游的龙头企业。

十年前，由于地质等原因，大乳山周边20多
平方公里的山岭上一片荒芜，海岸沿线也都散
布着影响海洋生态的养殖区，一度成为经济发
展的瓶颈。乳山决策者们坚定地认为，通过生态

修复，秃岭荒滩也能流金淌银。2005年，现任大
乳山景区董事长的刘新利来乳山考察，决定先
修复自然生态，再结合生态适度开发旅游。

10年多的时间里，刘新利带领着专业的园
林团队，致力于解决大乳山土层薄，山体岩石蓄
水、导水性能差，普通的植树方式成活率低的难
题，在万亩土地上种下了2000多万株树木，彻底
让荒山披上绿衣。如今的大乳山成为一个山青
水秀的旅游度假区，仅去年一年，大乳山景区接
待游客超过68万人次，景区门票、餐饮、住宿、娱
乐等综合收入过亿元。

秉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乳山结合生态环境治理，不断扩大“城市绿
带”，构建城市绿色生态圈，释放生态叠加效应。
自2010年以来，乳山成品造林面积、森林抚育面
积近2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4%，城区绿化覆盖

率达45%。为保护最美海岸线，乳山还实施了海
岸带综合整治，将海岸线上可视范围内违章建
筑和距岸4公里以内近海养殖项目列入整治规
划。在拆除乱搭乱建的同时，乳山累计投资15亿
元,恢复湿地1万多亩,建设人工沙滩1000多亩,修
建了5 . 3公里的银滩优质沙滩岸带保护长堤和
滨海公园,完成潮汐湖150公顷湖区清淤工程等，
重现碧海银滩。

优良的生态环境为乳山发展生态文化旅游
业积累了资本。近三年以来，乳山接待国内外游
客数和旅游综合收入每年分别以10 . 6%和13%的
速度迅猛增长。

不欠子孙账，留下绿水青山

位于乳山下初镇的泰山石膏有限公司里，
从恒邦化工企业运来的工业废料磷石膏，经过
烘干脱水、磨细、增加添加剂、稳定成型等生产
流程，变成一种广泛应用的建筑材料——— 纸面
石膏板。

乳山引导全市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节能减
排，推进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
区循环式改造，促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副产
品和废物交换利用，全市已有超过八成的企业
建立起循环经济产业链。

乳山金洲金矿集团通过改造技术流程，采用
先进工艺综合回收尾矿中的金、银等贵金属，再
用矿砂生产加气砖和蒸压砖，年可节省排渣、堆
存、管理费用200多万元，增加利润800余万元。

乳山充分考虑环境承受力，严把产业准入
关口，大力引进绿色、低碳、环保的新能源、新材
料等新兴产业项目，严控高污染、高耗能、高排
放的项目上马，先后有十多个过亿元的项目因
不符合生态环境要求而被否决。

乳山超八成企业建立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算好绿水青山“三笔账”

绿水青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是一个区
域最大的财富，其产生的效益将是倍增式的。
乳山以绿水青山生态化发展理念引领，坚持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重视环境保护、

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推进宜居宜业幸福乳山
建设。下一步，我们将把绿色的理念贯穿到整
个城市规划建设，特别是产业发展，让经济发
展真正实现低碳、环保、可持续。

■书记点评

让绿水青山成为城市名片
乳山市委书记 周兵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姜明

麦收前夕，巨野县太平镇牛庄村的户善义
老人病故，其四个子女和村红白理事会商议后，
按照村规民约中“丧事简办”要求，把骨灰盒直
接入土，接待吊唁的亲朋实行“一碗菜”，唢呐鼓
乐保留了三人队伍，一场丧事办完比照前几年
节省了15000多元。

“在巨野，现在红白事简办、新办已经形成
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程凤鸣介绍说。目前，全县火化率由2014年的
45%提高到近100%，每例丧事操办费用节省约
5000元到2万元不等，全县每年此项节省的开支
达上亿元，群众对婚丧事改革满意度达到95%
以上。

十万余群众参与

“夜读模式”

“不管什么事，只要村里的父老爷们坐在一
起敞开了说，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就比较容易
推行下去。比如取消‘二次装棺’，我们利用两个
晚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商量此事，得到全村人
的赞成拥护。”巨野县田桥镇王土墩村村支书王
光立告诉记者。

巨野县是鲁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度受
传统旧俗陋习影响，城乡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
浪费现象突出，群众不堪重负，怨言很多。从前
年开始，该县通过开展“全民夜读模式”“取消二
次装棺大讨论”“村居支部书记红白理事会会长
轮训”等活动，充分利用农闲和夜晚等时间实行
全民教育，提高群众对移风易俗的认可度、参与

率和支持率，推动了乡村文明新风尚的普及。
移风易俗是一场“成风化人”的观念革命，

更是一场发动群众、解放思想、汇集民智的过
程。对于群众急迫希望解决的婚丧嫁娶费用过
高的问题，该县不是简单地下发文件“一刀切”，
而是针对具体问题逐个讨论、问计于民、取信于
民。2015年10月，全县在完善村红白理事会阶
段，逐村开展大讨论，就《红白事操办指导意见》
听取群众建议，确保顺应民意，干部群众思想过
关。2016年5月，该县在取消装棺再葬阶段，又组
织3 . 5万余名党员、1302个基层党组织，在全县
634个村庄广泛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破解“二次装
棺”难题全民大讨论，参与者10万余人。

在群众参与的头脑风暴中，碰撞出很多颇
具创意的“金点子”。王土墩村的“丧事一碗菜”，
山头村的“响班不超三人”，前冯桥村的“取消孝
布改戴白花”和“公共祭具”等一大批群众创造
的好办法开始在全县进行推广。

从“丧事一碗菜”

到取消“二次装棺”

丧事大操大办现象令基层群众苦不堪言，
其中坐席就餐是最大的开支，也是最浪费的项
目之一。“有些地方，一家人办丧事，全村人都来
吃饭，烟酒也都越来越高档，几天下来光吃喝费
用就达上万元。”巨野县派出调研组先后赴200
多个村庄走访群众近万人次，发现这是群众抱
怨最多的事情。

群众意见最集中的难点，就是政府工作最
应该突破的要点。结合百姓的建议和部分村庄
传统，该县决定推行“丧事一碗菜”的做法，既节
俭又不失体面，群众乐于接受。一时间，“丧事一

碗菜，能省一万块”等宣传标语贴满了农村的大
街小巷。

为确保“一碗菜”安全达标，巨野县建立了
农村主厨定期培训、体检机制，拿出资金为全县
800余名农村主厨免费定制专业服装。半年时
间，“丧事一碗菜”便在全县实现了全覆盖。抽样
调查显示，仅此一项便可为每件丧事节省开支
6000余元。

初战告捷，巨野县又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
取消“二次装棺”上。这里盛行骨灰盒装棺再葬，
造成浪费木材、破坏环境、占用耕地、加重负担
等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硬来，该县就
采取疏堵结合，全面推进农村公益墓地建设，取
缔棺木制售。同时，推广一些民间群众建议实行
的“公共棺材”“公共冥轿”等替代做法。全县各
部门联动，取缔32家棺木生产店铺，兴建了几十
处公墓和骨灰灵堂。目前，取消“二次装棺”的村
庄已达80%以上。

实践证明，只要从群众最容易看得到实惠
的环节入手，再配合丰富多彩的全民教育形式，
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就会得到群众响应，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注重以文化人

推行新剧目下乡

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中，巨野县注重以文
化人，在摒弃陋习的同时，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华。

为体现对逝者的尊重，巨野县部分村庄正
在推行白事由村支书或村里德高望重的人致悼
词的葬礼模式，受到村民普遍赞许。龙堌镇北李
村红白理事会主任李洪亮说，葬礼办得怎么样，

是儿女对长辈孝心的表达和感情的展示，花钱
有时反而起不到好的效果，庄重肃穆的形式是
最让大家接受的。

巨野当地有请响班参加丧事的传统，但攀
比风盛行的时候，一些人把请的人数多少作为
攀比标准，还有的搭起戏台子，甚至上演低俗节
目。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宣传部、文体局对全
县唢呐班进行集中教育培训，保留了忠孝仁义
礼智信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曲目
20首，每次葬礼的响班一般以三到五人为限，
同时坚决抵制、取缔搭台子唱戏以及其他低俗
表演。

该县还组织创作了以移风易俗为主题的
《嫁女》《考察女婿》《会亲家》等扬琴、坠
子书作品，组织10余支庄户剧团分赴乡镇演
出，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近年来，农村“高额彩礼”盛行，既加重
了群众负担，又带坏了社会风气，成为乡村文
明建设久治难愈的顽疾。县文明办等单位一方
面倡导彩礼最高不超过6万元，杜绝相互攀比
风，同时狠抓“民间媒人”管理，对全县500
余名民间媒人建立台账，强化职业道德教育，
提倡免费服务。

巨野县的工会、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常
年牵头举办公益相亲大会，提倡农村青年树立
“不要车、不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等新型
婚恋观，省出钱财创业发展。龙堌镇北李村青
年李明松去年11月份结婚，小夫妻商定节俭办
婚礼，把节省下来的五六万元兴办了一个小型
养猪场，半年时间就赚了3万多元。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在巨野县广大乡村，
陈规陋习在逐步清除，传统文化得到传承，新的
文明习俗正在形成。

巨野县从红白事新办入手引导乡村文明建设———

“夜读”聚民智 新风易旧俗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6日，青岛市李沧区对汉川路

9号地块上9处存量违法建筑进行依法拆除，建筑面
积达2000平方米，全面做好辖区重点项目的前期推
进工作。

据悉，李沧区今年计划实施百项重点工作，目前
工作已列出详细的推进节点、拆迁和手续办理、手续
办理和项目开工要同步或者压茬推进。为做好重点
工作、重点项目的前期推进工作，李沧打响违法建筑
拆除专项行动。

按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党政机关及国有企事
业单位带头，顶风突击建设的违建先拆、具有重大安
全隐患的违建先拆、社会影响恶劣的违建先拆的“两
个带头、三个先拆”原则，李沧区全面开展违法建筑
清理整治，将拆除与处罚相结合，严厉查处一批违法
建设，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按规定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并列入诚信体系“黑名单”。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杜娜

5月8日，把家里收拾妥当后，刘俊霞步行来到村
里的扶贫加工点，开始了一上午的工作。点上胶水，
用蜡笔沾起一粒水钻，准确地粘在模具上，不一会
儿，一件漂亮的水钻耳钉就完成了。“这个活不累，也
很容易操作，一天下来能挣三五十块钱，怪知足。”刘
俊霞说。

刘俊霞今年51岁，是莱芜市高新区鹏泉街道近
崮村村民。原本，刘俊霞一家的生活也算幸福，她在
饭店打工，丈夫在工地干活，虽然辛苦，但凭着一身
力气，夫妻俩养家糊口不成问题。几年前，刘俊霞丈
夫腿部疼痛难忍，去医院被查出膝关节有积液，再无
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两年前，刘俊霞又查出了胃癌，
整个胃全部切除了。

身体上的病痛让刘俊霞痛苦不堪，而为了治病
家里欠下的巨额外债更让她丧失了生活信心。为了
维持生活，她丈夫只能去零工市场打零工，有时候一
天下来也找不到活。刘俊霞想过再出门打工，可是，
身体条件却不允许。

今年，高新区扶贫办通过与莱芜高新区海跃工
艺品加工厂合作，在近崮村成立了扶贫加工点。工厂
采用订单式生产，主要制作耳环、耳钉、项链等工艺
品，产品全部出口。成立扶贫加工点后，工厂提供原
料、技术培训和销售，贫困户只需动动手，每天就能
获得30元到50元的收益。刘俊霞听说后就要去报名。

自打上个月来“上班”，刘俊霞发现自己越来越
离不开这份工作了。“听说，这些工艺品主要是发往
韩国的，没想到，俺还能挣上这韩国人的钱呢。”刘俊
霞高兴地说。她家里还养上了兔子。“一年能养5茬兔
子，一茬兔子能收入300块钱左右。”

李沧打响
违建拆除专项行动

自打村里建起手工艺扶贫点———

重病号家门口
挣上韩国外快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
及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广告

□记者 姜言明 郑莉
通讯员 付 刚 马楠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发放这个‘老年安养卡’是我们

老年人的一件大喜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首批受
助对象，感到十分幸福。”5月23日，泰山区“两学一
做”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暨“老年安养卡”发放活
动启动仪式在岱庙街道花园社区举行，独居困难老
人高廷友在发放仪式上激动地说。

高廷友所说的“老年安养卡”是泰山区推进养老
服务的创新举措，与泰安银行合作，在全省率先发行

“孝润齐鲁·安养山东”的“老年安养卡”，首批为困
难、独居老人发放，先行在泰山区后七里、花园、元
宝、五马4个社区中试点开展助餐服务，88位困难老
人成为首批受益者。

泰山区积极开展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推动
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破解养老服务难题。此次政府购
买居家养老服务活动以“关爱困难老人、共建和谐社
会”为主题，重点针对60岁以上城市“三无”、“空巢”、

“独居”、失能半失能等困难老年人进行助餐服务，即
午餐一份，每人每天15元标准。

泰山区困难老人
吃上免费午餐

关键词：绿色经济

□彭辉 报道
乳山市在废弃

矿区上建起生态型
体育主题公园，免
费向市民开放，成
为城市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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