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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森林管护好了，不仅可以
涵养出良好的生态环境，还
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

基层走笔

今日快评 民生暖语

写好“绿满中原”这篇文章

真情扶起脱贫志

□本报评论员 冯军福

绿的油松、红的黄栌、黄的栎树……走

进我省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区，秋天的绚丽色

彩尽收眼底。19 年来，通过实施禁止商业性

采伐、开展人工造林、封山育林、中幼林抚

育、加强森林管护等措施，我省“保护工程

区”的天然林面积增加了 782 万亩，森林覆盖

率从过去的 32.29%提高到 46.84%，广袤的中

原大地上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

森林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和经济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出，森

林是水库、钱库、粮库。把森林管护好了，不

仅可以涵养出良好的生态环境，还有助于促

进高质量发展。这方面，天然林保护工程的

效用可以佐证：林木变多了，溪流变清了，多

年不见的稀有物种再次被发现，黄河年含沙

量大幅度减少。不仅如此，得益于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当地招商引资更有吸引

力，不少群众住上了环境优美的生活园区。

良好生态环境是一方发展的“金饭碗”，这

个“金饭碗”保护和利用好了，生态优势就能够

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就可以

实现双赢。近年来，我省以生态保护优先理念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推进国土绿化、发展林

业经济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尽管如此，我省生

态仍很脆弱、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森林面

积和森林覆盖率还有待提升。我省 70%的贫

困人口都集中在“三山一滩”地区，这些地方坐

拥“绿水青山”，更需要发挥林业生态优势，实

现由“卖石头”向“卖风景”转变，让贫困群众端

上“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生态要保护，经济要发展，如何在保护

好生态的基础上推动绿色发展，走出一条经

济、社会、生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要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新是新

思路，旧是旧模式。我省有着丰富的生态资

源，但资源多未必收获多，资源少也未必收

获少，变化之要，就在于有没有新思路，能不

能跳出旧圈子。鄢陵县花木产业过去曾因

有绿色无特色、有名气无名企而遭遇困境。

为了突出重围，当地果断转型升级、抱团取

暖，以举办花木交易博览会为契机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依靠特色林业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要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远是长

远眼光，近是眼前利益。实践证明，人类对

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自己。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绝不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黄柏山变绿后，一些开发商想来开发高档别

墅，面对数十亿元甚至数百亿元的诱惑，林

场坚定地拒绝了短期利益，却收获了一个天

然氧吧和绿色海洋。

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今天我们种下一棵树，明天聚集的就是一片

林，就能拥有一个“绿色银行”。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绿满中原才能成为河南

新标识。6

□吕志雄

不久前回老家，一个贫困户要笔者报道

下帮扶他的干部。对于这个贫困户，笔者还

是有所了解的。几年前，他抱着小孩儿到村

委会，对干部说：“要么你们替俺养孩儿，要

么给我钱！”拿了钱，村民又笑他“不和钱睡

觉”，有钱就带一家人到饭店吃喝，有的村干

部曾绝望地说：“对他，要脱贫只能靠政策兜

底儿了。”

然而，现在他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

买了两台打农药的机器，给邻近村里的梨园

打农药。村里整治秸秆乱堆，让他巡查，一

天有几十块的工钱，村干部说他“可负责了，

一大早就骑着农用三轮车四处查看”。西瓜

上市，他又贩西瓜到村头集市上卖，虽然村

里 人 笑 他“ 仨 钱 买 俩 钱 卖 ，不 为 挣 钱 只 图

快”，但主顾都是乡亲，没人欺他不会算账，

他还是挣了钱。这样干下来，他自个也觉得

有了精气神，浑身都是劲儿。他掀开衣服让

笔者看他贴的膏药，说是干活扭伤了腰，可

他又说：“不干不中呀，这家都得靠我，再说

了，不干也对不住干部们，人家那么帮我，我

再不干，说不过去。”

这位贫困户转变之大，让村干部很惊

喜 ：“ 真 没 想 到 他 变 化 这 么 大 ！ 他 只 要 干

了，脱贫就没有问题。”是什么促成了这样

的 变 化 ？ 他 说 ，家 里 俩 小 孩 儿 ，老 婆 又 有

病，都是张口要吃的，伸手要钱花，我又没

本事，越想越没有希望，只能破罐子破摔，

反正国家不能让我饿死，就靠政府了。可

后来就觉得这想法不对，村干部有事没事

都到我那儿看看，有次我卖瓜钱丢了难受，

实现说，别难受了，叫上你老婆孩子，我请

你们下馆子。村干部又不是我爹妈，凭啥

要这样对我好呢？不就是想让我能打起精

神，过上好日子吗？活儿是越不干越不想

干，越干越想干，开始试着干些活，一干就

上瘾了，挣钱也上瘾了。

从这位贫困户的话里，可看到基层干部

在脱贫中付出真情的效力。他能直呼村干

部的名字，说起来像说自个儿亲友，是这种

真情融化了他“习得性无助”的心理，激发了

他脱贫的志气。脱贫攻坚到了冲刺的阶段，

面临的贫困户更多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难中之难，要打破贫困户坚冰，更需要基层

干部用真情去扶起他们的志气，让他们融入

当地产业发展，更好脱贫。6

缩手 漫画/林忠业

社会需要更多“点灯人”
□刘婵

天色已晚，郑州一辆公交车上，一名小女孩趴在座

椅上写作业，司机见状，默默为她开起厢灯。下车前女

孩给司机行了少先队礼，并留下字条：谢谢叔叔，我要回

家照顾妈妈，所以在车上写作业。谢谢叔叔为我开灯。

体贴周到的公交车司机，礼貌懂事的小女孩，两个素

不相识的人之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式的暖心互

动，让人倍感温暖。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是可以传染的。

去年冬天在开封，市民张先生在外卖平台上订了 50份热

粥，注明送给路边的环卫工人和外卖小哥。他的善行，引

发一连串的暖人故事：商家给订单加了量，接单的送餐员

把订单分给 10位同事送，少挣配送费也要及时把热粥送

出去，外卖平台退还了粥款还奖励张先生500元钱。

两则故事背后都蕴含着一个道理：人是社会性动

物，善行会引发效仿的。如果说公交车司机是 1，后面

感恩的回应、爱心的加码就是一个个 0，如同一条射

线，始于小小善意的端点，在众人助力下延续、辐射、传

递开来。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很容易让人产生“总有人

偷偷爱着你”的感觉，鼓励在城市里奋斗着的我们，坚

持下去、再次出发。

用车灯照亮孩子回家路的司机，撑起伞为交警遮雨的

中学生，脱去冬衣趴在冰面上救孩子的好心人……人民日

报官方微博曾经发布了一组主题为“感谢你，陌生人”的照

片，引发网友共鸣。陌生人社会需要更多“点灯人”。每一

句温暖的鼓励、每一笔饱含关爱的善款、每一束守护安全

的亮光，都能给人前行的力量，更能在无形中感染他人。

你我的温度，就是城市的温度，就是社会的温度。让我们

努力温暖身边人，做下一个“手有余香”的陌生人！6

最近，郑州市民发现，市区的道路畅通多了，尤其

是主要路段人行道上的“马路橛子”不见了。出行的方

便，赢得了群众声声赞誉。

这几年，郑州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修建十多座高

架桥、开通多条地铁线、扩建打通了上百条城区道路；

实行城市快车道、电动车与机动车分流、电动车和行人

分流，市民出行少了很多堵的烦恼。但是在解决机动

车乱占用路边行人道问题时，很多路口处安装了铁制

圆柱形“马路橛子”，每天都有电动车、自行车被碰撞、

被损坏，人受伤车受损，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要求尽快

解决这个交通安全隐患。

群众的小事，就是各级政府需要解决好的实事，这

是在主题教育中对照问题找差距的具体体现。郑州市

及时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在组织相关部门认真调研的

基础上，小事快理，难事快办，迅速拿出解决处理方案，

对相关路段一次性全部拔掉影响群众出行的“马路橛

子”。路，畅通了，群众心里也舒畅了。1 （陈锋）

路畅通，心舒畅
众议

开发性PPP形成特定
区域内财政和经济良性循环

“与传统基于单个项目的PPP模
式不同，开发性政社合作是一种全新
模式，是实践中产生的机制创新。”刘
尚希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开发性政社
合作由社会资本方提供一体化的综
合开发服务，并承担主要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责任，投资回报与经济增
长、财政收入增长挂钩。开发性政社
合作模式提供了政府和社会资本的
合作平台，突破了传统的“界域”思
维；探索了商业和公益深度融合的机
制安排，突破了过去的“对立”思维；
推动形成了财政和经济良性循环，突
破了以往的“割裂”思维，实现特定区
域空间内的“公共服务—产城融合—
财政增长—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

对固安、嘉善、溧水等产业新城
的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显示，无论是
经济还是财政收入都快速增长，城市
面貌大为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
提高。以2016年签约建设的武陟产
业新城为例，三年间，武陟产业新城
吸引了包括远大住工、阿里云在内的
110余家“三新一高”企业投资入驻，
累计为武陟县新增财政收入超过 13
亿元，助力武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排
名从河南省第68位大幅提升至第11
位，已发展成为“郑焦深度融合首位
节点城市的主平台”。2017年 6月签
约的新郑产业新城，已进入财政部第
四批PPP示范项目，是河南首个城镇
综合开发类入库项目，千亿级的电子
信息产业和百亿级的智能制造装备
产业加速集聚，协同港区，错位发展，
为中原产城融合实践树立了新的典
范。

“实践创新需要理论创新和政策
创新来进一步推动。”刘尚希建议，理
论上应把开发性 PPP 与传统单体
PPP项目区分开来；政策上应积极推
广，借助高能社会资本进行高起点综

合片区开发，解决目前城镇化动力不
足的问题。

推广开发性PPP模式
实现高质量城镇化

本次论坛上，围绕开发性PPP在
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理论和
实践创新、政策保障、项目融资等问
题，河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靳海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市分行副行长金瑜铭，河北省固安县
委书记王海，中国财政学会PPP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总裁张书峰,中国科学院
大学中国PPP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方程财达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汉
五位嘉宾展开讨论。

“园区开发是各级政府加快经济
转型升级、引领经济发展的关键路
径。”河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靳海增介绍，河北省入库园区类项目
较多，投资规模较大，民企投资积极
性较高。通过 PPP模式引入社会资

本投资、建设和运营，长
期合作，分担风险，共享成果，契合政
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意愿和需求，也对
社会资本方的融资、运营、产业导入、
风险防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
认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要进一步
加强沟通协商，深度合作，实现优势
互补，多方共赢。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
个好的PPP项目，既要有政府和社会
资本的良好合作，还需要金融机构提
供的资金支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市分行副行长金瑜铭表示，
开发性 PPP融资方式的创新离不开
政府的政策支持，同时社会资本和金
融机构自身也需要快速提升创新能
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中国商业银行
发展的趋势是区域特色化和经营综
合化。银行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结
合区域政策及市场情况，为PPP项目
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满足项目各阶
段的资金使用诉求。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片区综合开
发项目，固安产业新城是固安县政府
2002年起与华夏幸福合作建设运营

的开发性PPP项目，十多年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瞩目的成果。河北省固安
县委书记王海认为，依托开发性PPP
模式，17 年间固安经济社会实现跨
越式发展，由农业大县、财政穷县发
展成为河北省的经济强县。开发性
PPP 模式成功地解决了县域发展中
难以解决的开发效率、债务、资金、规
划能力和执行力等问题。在新一轮
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希望进

一步推广和应用好开发性PPP
模式。

社会资本方如何通
过长期合作既确保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实
现企业自身获得合理回
报、持续发展？中国财
政学会 PPP 专委会副主
任委员、华夏幸福基业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书
峰表示，华夏幸福在与政府长

期的产业新城开发性 PPP合作实
践中，形成了“自我造血、激励相容、
增量取酬”的机制。社会资本需要完
成 由 合 作 范 围 内 新 增 财 政 收 入、
GDP、民生、就业、生态环保、城市建
设等关键指标组成的高质量发展绩
效考核指标，并经第三方审计确认
后，才能从自身创造的新增财政收入
中支付社会资本的回报。

“要完成约定的高质量发展绩效
综合指标，社会资本就必须在运营过
程中组建专业团队，多方面统筹区域
发展，而不是只考虑如何完成财政收
入和GDP，这就从机制上保障了政府
最终能实现区域内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张书峰认为，在长期运营的过程
中，政府主动转变职能，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双方相向
而行，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区域高质
量发展。

片区综合开发 PPP 项目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中国科学院大学中
国 PPP 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方程
财达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汉表
示，现阶段做好这类型项目首先要
加强前期策划研究工作，合理确定
项目边界条件；要积极对项目新运
作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比如同政
府专项债、上级补贴、政府性基金预
算等相结合模式，希望政策方面能
够给予引导性支持。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马海涛作总结时表示，开发性PPP是
将 PPP模式应用于区域综合开发的
有益探索，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痛
点难点问题探索并实践出了一条市
场化解决路径，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加
大公共服务供给、补齐发展短板意义
重大。

10 月 29 日—30 日，由财

政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河南省人民政府指导，财政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

办，河南省财政厅、郑州市人民

政府、全国工商联城市基础设

施商会和环境商会共同承办的

“2019 第五届中国 PPP 发展

（融资）论坛”在河南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召开。本届论坛以

“共建 共治 共享——一切都

为了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领

导致辞、主旨演讲、圆桌论坛、

项目推介、夜话等内容。

作为重要分论坛之一，“开

发性 PPP”分论坛于 10 月 29

日下午成功召开，论坛由财政

部PPP中心主办，华夏幸福基

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程财

达咨询有限公司协办。财政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

焦小平，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

董德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

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刘尚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股

权董事、中国财政学会PPP研

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劲

松等出席论坛。论坛由中央财

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马海涛主

持。来自各省财政厅局、各大

银行、金融机构等 400 余位嘉

宾参会。

□本报记者 王军伟

▲开发性PPP分论坛现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发表主旨
演讲

开发性PPP分论坛圆桌对话

开发性PPP论坛召开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模式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