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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曾是淅川县南
水北调移民区的真实写照。

淅川，因淅水纵贯境内形成百里冲积
平川而得名，曾经处处是沃土良田。从上
世纪 50年代南水北调设想提出以来，淅川
县累计淹没耕地 41.6 万余亩，占全县耕地
面积的37%。

“那时候一家四口只有不到两亩地，还
都是跑土、跑水、跑肥严重的‘三跑田’。一
年到头，全家只有万把块钱收入。”姚成果
是淅川县盛湾镇瓦房村村民，提起往昔，艰
辛历历在目。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要想让库区群
众“守得住、能致富”，土地是头等大事。为
了扩大耕地面积，打造高产稳产的良田，我
省实施了丹江口库区移土培肥土地整治重
大工程。

“我们把即将淹没的河川平地约 40厘
米的表土剥离，将这些土覆盖在海拔172米
以上的坡耕地特别是石漠化耕地上，改造
成梯田 10.84 万亩，再配套农田水利、田间
道路、生态防护等综合性工程，保护和维持
库区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省自然资源
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李中伟告诉记者，
据测算，移土培肥后的土地整治区，土壤有
机质平均含量达 13.84 克/公斤，耕地等级
平均提升1等，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0.2，新
增粮食生产能力1.22亿斤。

地多了，土肥了，大伙儿的心也定了。
姚成果家的土地由之前的不到两亩增加到
8亩，地里种的芝麻蹿得比人还高。2018
年年底，姚成果一家顺利脱贫。

“地里一年收入一万多，农闲时候再去
村里的石榴基地干干活，一年挣个四五万
不成问题。”姚成果口中的石榴基地，就建

在移土培肥的土地上。3000 亩的石榴基
地，提供了近百个务工岗位，一年四季都有
活干，每个劳动力年均增收3万余元。

走在瓦房村的乡间小道上，青山环抱，
层峦叠翠。环境美了，游客也多了。镇里
完善了游客接待中心，广场、停车场等也配
套到位。

十几岁就外出务工的方桂香，回老家
办起了农家乐，旺季一天能挣几千元；大学
毕业的全泉，也返乡创业办起了民宿，“五
一”开业至今，入住率在95%以上……

“我们将传统的土地整治转型升级为
国土整治和生态修复，突出系统性、整体
性，不仅为淅川修复‘绿水青山’，更为‘绿
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铺路搭桥。”省自
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刘大
全说。

2020年 2月，淅川县正式脱贫摘帽，用
实际行动走出了一条水源地生态文明建设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

基底增绿，农民增收。全省以国土绿
化提速行动和森林河南建设为契机，在重
大生态工程项目和资金安排上向贫困地区
倾斜，加快贫困地区生态修复，改善贫困地
区生态环境，组织动员贫困人口参与重大
生态工程建设。

“十三五”期间，全省投入重大生态工
程建设资金50.74亿元，主要用于贫困地区
生态修复、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坡耕地治
理和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通过工程实施和生态扶贫有效衔接，吸
纳贫困群众务工增收。“十三五”以来，我省
生态修复面积达 42.75万亩，新增耕地 7.74
万亩，新增林果用地 2.8万亩，直接带动 2.8
万贫困人口就业。

4月 1日，对于新县泗店乡邹河村生态
护林员孙绍兵来说，是个普通而又特殊的
日子。

像往常一样，孙绍兵早上不到5点就醒
了。挎上保温壶和镰刀，带上饼干、面包，
骑上摩托车，他开始了巡山护林的一天。
就在当天，孙绍兵荣获全国“最美生态护林
员”称号。

2015 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之
前，孙绍兵一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
的爱人长期被病痛折磨，当过兵的他苦无
技术，空有一副好身板。

随着各方面的帮扶接踵而来，尤其是
2017年当上生态护林员后，孙绍兵的心彻
底定了。从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到管护
全村 7020亩森林，孙绍兵说：“党和政府的
帮扶，让俺家脱了贫，往后的日子会更美。”

像孙绍兵一样，全省近 4.3万名生态护
林员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也踏上了脱
贫奔小康的大路。

生态脆弱，贫困高发，两者交织且相互
作用。2015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解决好“怎么
扶”的问题，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
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其中，“生
态补偿脱贫一批”，就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生
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

员。
在我省，选聘生态护林员助力精准扶

贫政策 42个实施县集中在大别山、秦巴山
特困连片地区和沙区、滩区平原县，其中大
部分县经济欠发达、贫困发生率高。选择
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
员，使其依托管护森林的劳务收入实现直
接增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脱贫效果。

栾川县潭头镇王坪村生态护林员杨新
敏坚持每天巡山护林。他对自己的工作很
珍惜：“一年收入一万块，还不耽误照顾家
里，日子有奔头。”护林之余，杨新敏种植香
菇7000余袋，一年又能挣近4万元。

有一次杨新敏的管护区域发生森林火
灾，他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扑火。他的指甲
在扑火过程中被挤掉了，血流不止，但他忍
着剧痛扑灭山火，把损失降到最低。

“选聘生态护林员，一方面，帮扶了这
些无门路就业、无技能增收的贫困群体，让
他们可以通过劳动脱贫；另一方面，扩充了
基层急需的生态保护队伍，织密、织牢了我
国生态脆弱区的保护网。”省林业技术推广
站站长李永成说。

一人护林，全家脱贫。“十三五”期间，
中央财政安排我省生态护林员专项补助资
金 8.8336 亿元，我省共选聘生态护林员近
4.3万名，带动 13.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
收脱贫，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收获了金山
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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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增绿，农民增收

生态产业——
点绿成金，以绿生金

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光山县考
察调研时强调，“利用荒山推广油茶种植，既
促进了群众就近就业，带动了群众脱贫致
富，又改善了生态环境，一举多得。”

一粒油茶果，带富千万家。作为我省油
茶主产区，信阳市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稳定
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农民增收致富。

光山县实施“房前屋后一亩茶”工程，免
费为全县愿意种植油茶的困难群众提供 50
万株油茶苗；罗山县积极参与油茶产业发
展，发展油茶基地面积达 6万余亩，为当地
群众提供岗位 18万个。新县投资 3000万
元建成大别山油茶公园，打造西河油茶博物
馆，举办大别山茶花节，推动“卖好油”向“卖
好游”转变。

群众端牢“生态碗”，吃上“生态饭”。我
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林、林下经
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生态产业，在增加

“含绿量”的同时，提升“含金量”，让山上长
出“金叶子”，让田里结出“金果子”。

桐柏县朱庄镇粉坊村利用荒山荒坡发
展香菇和珍珠花：种植香菇 150万袋，户均
增收7000多元；种植珍珠花730亩，每亩可
净赚 2000元。通过“一花一菇”产业，全村
群众有了持续稳定的增收渠道。

该村村民吴传生的妻子残疾、儿子患
病，家庭贫困。在该村驻村第一书记和村

“两委”的帮助下，他种植香菇和珍珠花。“去
年挣了 16万元，今年收入能突破 20万元。”
吴传生乐得合不拢嘴，“俺从心底里感谢国
家、感谢党。”

开封市祥符区范村乡杨岗村以“公司+
农户+基地”的种植模式，利用大面积闲置
果园和杨树林的林下土地发展赤松茸种植，
每亩地综合收入超2万元。

宜阳县香鹿山镇花椒种植面积达 4万
亩，椒农 6000余户。该镇打造 1个万亩花
椒示范园、8个千亩花椒示范园，花椒种植
村达 20个，形成了长达 21公里的万亩花椒
产业带。

点绿成金，以绿生金。“十三五”期间，全
省各地深挖生态资源优势，支持贫困地区新
发展特色经济林、木本粮油 90.2万亩，新发
展花卉和绿化苗木44.2万亩，引导220家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通过吸纳务工、承包土地等
方式，带动约10万户贫困户实现增收，户均
年增收达4800元。

“生态环境本身就是重要资源，是宝贵
的生产要素。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依托资源禀赋选准产业，深挖绿色
产业潜力，多措并举稳固脱贫成果，才能保
护好一方生态环境、造福一方群众，为乡村
振兴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省林业局乡村振
兴办主任鄢广运说。

山绿了民富了，好生态和好日子相得益
彰。生态画卷正在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也
徐徐展开。美丽与小康共生，值得期待。③8

生态扶贫，一头连着绿水青山，一头连着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汇聚各方力量，

全力做好生态补偿扶持、生态工程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生态产业发展四篇大文章。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扶贫让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带动30多万户近 100万

名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贫困群众致富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相促进的

“双赢”目标。

□本报记者 刘晓阳 赵一帆

55月月 33日日，，无人机拍摄无人机拍摄
的华润临颍风力发电场的华润临颍风力发电场，，风风
景壮美如画景壮美如画。。发电场总投发电场总投
资资77亿元亿元，，20202020年年1212月正月正
式并网式并网，，成为当地清洁能源成为当地清洁能源
及生态文明的地标及生态文明的地标。。⑨⑨3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宋
亚猛亚猛 摄摄

① 武陟县嘉应观乡的依依甜蜜小镇草莓大棚
内，市民正在采摘草莓，该基地是武陟县重点发展的
产业扶贫项目。⑨6 本报资料图片 宋崇飞 摄

② 商丘市发展扶贫林下生态养殖业。⑨6 省林
业局供图

③ 油茶结出“致富果”，生态扶贫让大别山群众
踏上幸福路。⑨6 省自然资源厅供图

▼汝阳县付店镇火庙村通过流转土地种植药用
菊花300余亩，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⑨6 本报资料图片 高山岳 李景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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