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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帮真厉害，不仅自己脱
了贫，还成了俺们致富的领头
人。”12月 24日，记者走进柘城
县胡襄镇刘户村，便听到村民们
对刘帮的称赞。

这个忠厚老实的34岁小伙
子，听到赞许声，腼腆地笑了起
来。

“我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感
谢扶贫干部，帮我翻了身、脱了
贫。”刘帮说。

几年前，刘帮的爱人身患疾
病，加上两个孩子年幼，无法外
出务工的他只能靠种地维持生
计。2014年，他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柘城县人民
医院驻村工作队队员左亚博了解到他的情况后，结合当地
产业特点，帮助他规划种植辣椒脱贫致富。

左亚博帮助刘帮申请到了农商银行三年免息的小
额扶贫贷款。于是，刘帮流转了 15 亩土地，种起了辣
椒。

刘帮一边虚心向周边的辣椒大户讨教种植经验，一边
通过左亚博联系到县农业农村局的植保人员，迅速掌握了
辣椒种植技术，当年就获得3万多元的收益。

看到了致富的希望，刘帮浑身充满了干劲。有了这3
万多元的本钱，他便和左亚博商量，决定尝试发展家庭养
殖。

2015年 2月，刘帮购买了两头母牛。在养殖过程中，
刘帮查阅了不少资料，同时向有着十多年养牛经验的同村
村民刘广民请教。

经过刘广民的指导，刘帮养殖的母牛每年都能繁育一次。于是刘帮开始加
大投资，养殖规模从两头发展到八头。

勤奋、踏实、好学，不仅让刘帮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条件也上了一个
新台阶。2015年，经过核定，刘帮家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在和扶贫干部的接触中，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我想帮助更多人
脱贫，共同走致富路。”刘帮告诉记者。

2015年年底，柘城县人社局到村里招收信息员，专门负责本村的信息收集，
虽然工作繁琐，但一想到能帮助村民干不少事，刘帮第一个报了名。

2016年，看到村里的扶贫车间招商，刘帮与义乌小商品城的小饰品商家取
得联系，在扶贫车间办起了小饰品加工厂，让村里的15名留守妇女和贫困群众
有了就业门路。

刘帮成了村里有名的脱贫“榜样”和致富带头人。经村民投票选举，刘帮成
为村委会班子成员。

“物质上的贫困不可怕，精神上的‘贫穷’才可怕。”成为“村官”后，刘帮
经常与贫困户谈心，并积极寻找好项目，确保贫困户脱贫后不会发生返贫现
象。

刘帮说：“是扶贫干部帮我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如今我要尽全力带领大
家一起致富，过上小康生活。”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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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青山”如何化“金

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

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

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实践中，一些地方因发展生态经济赚得盆

满钵满，普惠一方，一些地方却仍在望“林”兴

叹：距离金山银山还有多远？

直面“青山的呼唤”，做好“青山”化“金山”

这篇生态大文章，实现“青山”与“金山”共享、保

护与发展共赢，才是高质量发展的要义所在。

本报讯（记者 孙欣）12 月 27日，
郑州律师学院成立暨揭牌仪式在郑州
市律师协会举行，18名政治素质过硬、
综合业务能力强的律师接过讲师聘
书。这标志着我省有了首家律师培训
学院，将对我省律师事业的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

今年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
40周年，郑州市现有律师事务所 465
家、执业律师 6941人。“律师事业正处
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律师结构、层

次越来越复杂。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
市、交通枢纽城市，需要一大批政治坚
定、作风优良、业务过硬、恪守忠诚的
律师人才。郑州律师学院成立恰逢其
时。”郑州市律师协会负责人表示。

据悉，郑州律师学院将与法学研
究机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进行广泛
的沟通交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
元化的律师职业培训，为律师搭建实
践、理论交流平台，推进更高水平的平
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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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山 的 呼青 山 的 呼 唤唤

两年前，辉县市黄水乡牛王庙村一带还是
荒山秃岭，冷冷清清，只有牛羊去啃食青草。

两年后，这里仿佛开启“美颜”模式，40余
种 60万株树木绿染一片。军事号角、坦克轰
鸣、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大山生气勃勃。

这个由一些退伍军人打造的南太行军事
体验园，不仅业务红火，也为当地农民就业开
辟了新渠道。园区 2017年年底动工，已投资
2.5亿元，资金一大半用在了种树上。

投资大、周期长、收效慢、风险高是农林
项目的共性。如果项目本身再找不准市场痛
点，即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青山”也难
以兑现为“金山”。

南太行军事体验园受到青睐，原因就在于
其打造的国防展品互动式体验项目、军事化训
练富有特色，且市场稀缺，消费者乐于买账。

无特色、同质化、低端化，是不少生态旅
游项目的通病。这种症状在经济林和林果产
品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果贱伤农”现
象频频发生。

令琚正茂苦恼的核桃产业，是一个明显
例证。我省核桃产量逐年递增，供求关系发
生逆转，鲜食、核桃粉、核桃饮料等产业难以
消化核桃产能，导致核桃价格不断下降，经济
效益逐年降低。

“核”去“核”从？一些地方砍核桃树的苗
头令河南农业大学专攻经济林研究的教授张
党权心急如焚：作为高品质植物油，核桃油是
化解核桃产能过剩的最佳选择。

记者今年曾去“两山理论”发源地浙江安
吉走访，那里竹海延绵，竹产品涉及竹装饰材
料、竹日用品等 8个系列 3000余个品种，“竹
林+体验”“竹林+康养”“竹文化创意+旅游”
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安吉县以全国1.8%的立
竹量，创造了全国近10%的竹产值，一根竹子

撑起百亿产业，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

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三产融合
发展，挖掘林产品加工、旅游、文创、康养等产
业的潜力，做好“生态+”这篇大文章，才能做
大做强“金山银山”。

调研中，我们欣喜地发现一些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生态经济呈现勃兴态
势：

商城县以河南兴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
龙头，累计培育和收集青钱柳苗木 40 多万
株，开发的青钱柳茶被市场广泛认可，青钱柳
成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

西平县发展海棠种植十多万亩，不断探
索推进花卉景观、城市水系与海棠产业发展
相结合，走既美且富的双赢路；

禹州、宜阳等地瞄准迷迭香产业，布局产
业链延伸上下游，正在构建迷迭香种植加工
产业链。

……
俗话说，脑子活了，票子来了。绿水青山

并不会直接变成金山银山，关键在转化。要
创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和
实现路径，并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有机结合、相互协同，打通“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的“任督二脉”，把“青山”化为“金
山”，让“金山”护美“青山”，在高质量发展中
迈向高水平保护，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之路。③8

（课题组成员：孟磊 方化祎 陈慧 高长
岭 赵力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
就是生产力。

绿水青山本身是一种资源，要想转化为
金山银山，首先必须有市场，迎合人们的消费
需求。

上推 20年，很多山清水秀的深山区往往
跟“穷山恶水”画等号。我省 70%的贫困人口
集中在“三山一滩”地区，4个深度贫困县有 3
个是山区县和林业生态大县，形成了“富饶的
贫困地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优美
生态环境的需要更加凸显，逐渐从“盼温饱”
转向“求生态”。近年来，一些地方、企业和个
人抓住机遇，发展生态种养业、生态旅游业，
端上了“金饭碗”，吃上了“生态饭”。

从“穷山沟”到“金饭碗”，实质上，是市场
愿意为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的生态环境埋单。

目前，河南有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121处、
省级以上湿地公园 48个（含试点），依托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为代表的各类森林旅游地，我
省森林旅游蓬勃发展，游客量位居全国前十。

“而今来看，我们提供的生态产品和服务距
百姓期待还有很大差距，供求常呈错位之势。”
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党委书记郑东方表示。

从森林旅游看，优质特色资源“少”，游客
常常陷入审美疲劳；基础设施建设“差”，吃住
行不方便，森林只可远观，可达性可入性有待
提高；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档次“低”，大多停留
在农家乐层面。

从非木材林产品看，木本油料、森林食品
等供求不平衡问题突出。

在郑东方看来，人们对粮食和副食品的
需求一部分已经转移到林业上来，希望有更
丰富、更绿色、更天然的森林食品、森林蔬菜、
森林保健品等优质林产品与之匹配。作为生
态产品的主要“生产车间”，森林蕴含的巨大
生产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产能”还有待挖
掘释放。

“今天刮南风，空气里清新的味道直窜进鼻子里。”失明
31年的琚正茂，触觉和嗅觉格外灵敏。12月 20日，博爱县柏
山镇柏山村，琚正茂和老伴、大儿媳一起，正在清理山上的杂
草，以防冬季失火。

只见他用手触摸荆棘的位置，一镢头下去，连根拔起。
太行山，盲人，21年，种树。这 4个词联系在一起，令人

难以置信。
从 1999年春天开始，琚正茂用双脚“看”地、用手摸树，

带动全家上山，在石头缝中栽下 20万棵侧柏、核桃树，终将
350亩荒山变青山。

他上山的前一年，“三江”洪水灾害暴发，森林生态功能
凸显。

他上山的第二年，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相继
在河南落地；8年后，两轮林业生态省建设工程相继实施。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
引下，年均320万亩的新造林不断为中原大地添绿增色。全
省森林面积由2012年的5756万亩增加到2018年的6247万
亩，森林蓄积量由 1.42亿立方米增加到 2.07亿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由22.98%提高到24.94%。

随着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迸发，越来越
多的企业和个人投入建设绿水青山的事业。专业造林、社会
造林成为林业生态建设的主体，生态林、经济林、花卉苗木等
种类日益丰富。

同样是在太行山的荒山上，在卫辉市唐庄镇政府的支持
下，田窑村成立楸树种植合作社，在楸树上做足文章。

唐庄植物克隆中心，一个个拳头大的玻璃瓶里，手指长
的楸树苗生机勃勃。这些克隆苗无病毒、抗逆性好、生长速
度快，不仅种满了田窑村的荒山丘陵地，还被源源不断地输
送到周边市县。

山是聚宝盆，坡有摇钱树。鄢陵花木、新郑大枣、西峡山
茱萸、灵宝苹果、信阳茶叶等产业，不仅增一片苍翠、护一方
水土，还成为地方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

然而，成本、收益问题一直困扰着琚正茂这样的播绿
人。他栽种的 20万棵树中，绝大部分是侧柏，生态功能显
著，却无收益可言。仅有的1000多棵核桃树，随着核桃价格
连年下跌，今年收入不到1万元。

将绿水青山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收益，方能让青山常
在、绿水长流。山窝里怎么飞出“金凤凰”？绿水青山如何源
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点绿”到“生金”，还有多远？

“产品”与“期待”，怎么匹配？

“青山”到“金山”，如何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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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家律师培训学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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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生态保护课题组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本报通讯员 冯晓杰

电力被誉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
官”。

今年以来，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坚
持业务向上集约、管理向下延伸、主业
多经同步发展、市县公司整体运作的
管理模式，整合资源、统筹推进，不断
提高配网建设管理、检修运维流程的
科学性、严谨性、操作性，截至目前已
完成配网建设投资 2.5亿元，工程完成
率达 100%，通过优化电网格局、补齐
电网短板，有力助推了鹤壁高质量发

展城市建设。

建强电网保障经济发展

姬家山产业园区位于鹤壁市鹤山
区南部，是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的
重要组团。自投运以来，该园区以精细
化工和金属镁综合利用为主导产业，吸
引了一大批优质化工企业投资落户。

“去年以来，我们投资 3亿元新建
工艺车间 10座、独立罐区 2座、动力站
房 1 座等，生产规模较此前扩大了数
倍，用电量也出现激增，稳定的用电保
障对企业施工生产至关重要。”鹤壁市
赛科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明辉表示。

据了解，随着落户企业越来越多、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园区供电线路重载
情况严重。

“今年 6月开始，我们积极向省电
力公司争取资金，新建了 110千伏双塔
变至姬家山产业园区线路，大幅提升了
对园区的供电能力，满足了负荷的发展
需要，降低了线路的安全隐患，进一步
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国网鹤壁供电公
司山城供电中心姬家山供电所所长董
军剑表示。

建设项目投资计划下达后，经过两
个月的紧张施工，12 月 14 日，110kV
双塔变配出至姬家山产业园区新建工
程全面竣工，一举解决了该区域用电紧

张和双电源供电问题，提供了更加安全
可靠的电力保障。

“今年年底前，我们新建的年产 3
万吨精细化工品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将
正式投运，年产值预计将达 10 亿元。
这次电网改造太及时了，供电公司行动
迅速，让我们吃下了‘定心丸’！”田明辉
表示。

优化线路提升城市品质

12月 28日晚，记者走进浚县古城，
华灯初上之时，古老的城门楼和巷道被
装点得流光溢彩，美化亮化工程吸引了
不少居民拍照。

据了解，自今年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开展以来，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在整体路
面改造中持续强化电网建设，全力服务
地方经济建设和客户需求。

“全长 1.3 公里的新华路是浚县主
城区的主干道，从南到北依次经过黎
阳路、建设路、金城路和浚州大道，沿
线分布着行政服务大厅、文化艺术中
心、体育场等重要单位，施工改造的
质 量 与 全 县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息 息 相
关。”国网鹤壁供电公司配网部主任
王振波表示。

为了做好该县的线路提质改造工
作，国网鹤壁供电公司根据竣工时间倒
排工期，按日计划、周计划执行施工任

务，确保工程按期投运；开展标准化建
设，严抓施工工艺与施工质量，争创优
质工程。

经过改造，浚县新华路等线路完善
了网架结构，提高了线路的供电能力及
互联率，古城街道进一步实现亮化，促
进了旅游产业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配网工
程建设和运行维护‘编、审、批、建、管’
一体化作用，实现配网工程‘安全、质
量、进度、规范、造价’管控五到位和配
网运行维护管理显著提升，为公司实现
两个走在前列目标和电网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国网鹤壁供电公
司副总经理段玉峰表示。

国网鹤壁供电公司

以一流配电网服务助推高质量发展城市建设

上图 航拍下的辉县市太行山区郁郁葱
葱。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2月27日，
鲁山县畜牧局驻
该县马楼乡苏庄
村第一书记雷海
洋（右二）正在将
补贴款存折发放
到群众手中。驻
村期间，雷海洋
利 用 自 己 的 专
业特长，帮助贫
困 户 通 过 养 殖
肉 牛 实 现 稳 定
脱贫，赢得群众
广泛认可。⑨6
郑跃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