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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景观大道上的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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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 厚植生态底色 引领绿色发展
“举头仰望是清新的

蓝 ，环 顾 四 周 是 怡 人 的

绿。”夏日里的共城大地，

多的是这样沁人心脾的景

致。从“增绿量”到“涨颜

值”，从“护根基”到“强底

色”，从“生态美”到“百姓

富”，近年来，辉县市委、市

政府坚定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矿

山修复和生态治理作为树

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

维护”的重要政治责任，坚

持科学谋划、全民参与、铁

腕治理，探索走出了一条

“涅槃重生”的辉县特色生

态修复治理和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之路，使生态环

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

质量协调并进。

矿山修复和生态改善“双向发力” 扩大绿色版图

景色宜人的南太行旅游度假区 生态修复后的五龙山旅游度假区

忽而“逗逗”挂在树上的圆球，忽而装
深沉地踱着方步，有时爬到树上来个倒挂
金钩……6 月 17 日，郑州游客赵佳乐一
家，在位于辉县市常村镇的五龙山动物
园，被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样子萌翻了，他
直呼：“想不到不出河南在家门口就能看
到大熊猫，更想不到这里还是全国唯一一
个建在乡镇的熊猫馆。”

让更多人想不到的是，现在的熊猫乐
园，几年前竟然是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
长期以来，当地群众“靠山吃山”，挖山开
矿活动频繁，一度曾有近 30处大小矿口
同时开采，毁坏山体面积近3700亩，原始
植被遭到破坏，废弃矿山满目疮痍，危岩
体遍布耸立。

2010年，辉县市政府引导并强力推
进企业转型，果断将五龙山矿区内的采石
企业全部关停。2012年以来，该市采取

“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景观式
治理、市场化运作”的模式，积极引入社会
资本进行综合治理。

按照“荒山治理+旅游开发”的模式，
社会资本五龙山旅游集团累计投入 5亿

元，建成了集水上乐园、酒店住宿、研学教
于一体的豫北地区最大的综合主题乐
园。形成“废弃矿山改造旅游项目—项目
盈利同时解决就业脱贫—再次投资改造
荒山”的良性循环，发展出独特的五龙山
绿色产业链。

去年 11月 5日，自然资源部首次发
布了10个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的典型案例，五龙山的案例位列其中。

而在距离五龙山不远处的孟电水
泥采矿区，附近村庄百间寺村民郭海金
回忆，打他记事起这附近都是采石场，
最多时大大小小将近 300 个。“走路闭
着眼，吃饭盖着碗，睡觉蒙着脸，一年吃
下一块预制板”，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
活写照，他梦想能有一把芭蕉扇，扇开
这满天灰尘。

让郭海金没想到的是，辉县市政府在
2018年 7月启动的孟电水泥矿山治理项
目，果真如威力巨大的芭蕉扇：覆土绿化
2100 多亩，修建矿区道路 41公里，植树
45.5万棵，把裸露的矿山变绿，成为鸟语
花香的生态花园。

在加快矿山修复治理的同时，以点带
面，辉县市强力推进全域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在矿山修复治理上，2021年年初，全
市68个历史遗留露天矿山修复治理项目
主体顺利完工，总投资7.9亿元，完成治理
面积2.9万亩；持证矿山按照“边开采边治
理”的原则，累计投资1.56亿元，完成矿区
修复治理 2440亩，完成率 100%，多年来
因矿山开采裸露的山体重披绿装，成功创
建4家绿色矿山。

在全域生态改善上，大力开展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
载体，着力实施廊道提升建设、乡村绿
化美化、围城森林公园和国储林建设，
强力推进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2016
年以来，累计投入 11.21 亿元，栽植各类
树木 1175 万余株，实施国土绿化 14.8
万亩。

同时，辉县市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2020年全市空气质量主要指标相比
2017 年 度 实 现 了“ 七 降 一 升 ”，其 中
PM10下降 17.3%，PM2.5下降 13.5%，优
良天数增加30天，达到191天。

夏天是南太行最美的季节。来到宝
泉景区，只见青山、秀水、红岩，水天相接、
潭瀑相连；夏日的齐王寨绿意盎然，连绵
的绿色和灰色的屋顶相互辉映；回龙天界
山的日出日落，让人美得移不开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辉县市沙
窑乡郭亮村村民郎建军深刻感受到这一
点。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郭亮村名
气越来越大，郎建军家的农家乐床位已增
至100多个，一年收入数十万元。

坡有摇钱树，沟是聚宝盆。在辉县，
一座座山峦，一条条沟谷，已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生态宝地。

辉县市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
2017 年成功入围“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近年来在坚持全域生态治理的推
动下，全市按照“城镇景观化、景城一体
化、全域旅游化”的要求，坚持区域融
合、产业融合、项目融合，实施了总投资
192.4 亿元的 18 个重点旅游项目，完成
市域道路、景区绿化提升等旅游基础设
施投资 10.2 亿元。

谱写“绿水青山”好风景，打造“金山
银山”好胜地。辉县市正在以旅游业为

“杠杆”，撬开“大健康”这片新天地。依托
辉县市境内种植的10万亩中药材，国内6
家大型企业在这里建立了药源基地。目

前，该市已拥有九势制药、百泉制药等一
批先进医药企业和科研力量，与全国800
多家中药饮片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以文促旅，以旅助文，文化与旅游产
业相得益彰。辉县市依托 504处文物古
迹和 8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文
化资源，先后投资 7500万元对琉璃阁遗
址公园进行扩建提升，投资5亿元的文化
创意产业园项目，已完成初步选址和规划
设计。同时举办国内高端名人名家书画
展，大力培育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实景演
出等文化产业，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同时，辉县市坚持站位生态文明建
设全局，不单纯就生态治理抓生态治理，
而是把生态治理作为推动资源型城市和
产业转型的难得机遇，加快经济转型升
级步伐。坚持对装备制造产业做“加
法”，对水泥、化工、电力、煤炭等传统产
业做“减法”，做大做强文旅康养、先进装
备制造、绿色食品加工等主导产业，着力
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引领产业向
高端、智能、绿色方向发展。

目前，全市投资 285 亿元加快 7 个
专业园区建设，其中 150 亿元的先进成
形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是全省 6 个重
点培育的智能装备产业园之一，一期工
程今年建成投产，将实现年产值 100 亿

元、利税 10 亿元，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
全部建成，实现年产值 500 亿元、利税
50亿元，打造全省重要的装备制造业生
产基地；投资 80 亿元的孟庄、冀屯两个
绿色食品工业园加快建设，打造豫北地
区食品加工业基地；投资 10 亿元的静
脉产业园一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建成投用；投资 15亿元的共铖科技园与
中科院、哈工大、北航、郑大建立合作关
系，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3 家，新乡
市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到 50 家，
各类商标 4044件，居新乡市第一位。

辉县市市长刘彦斌表示：“辉县坚持
生态治理和产业转型‘双轮驱动’，全力推
进全域旅游，就是既要看‘经济’脸色，又
要重视‘自然’气色，以服务业带动产业升
级换代，激发经济活力，从而实现绿色崛
起，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发展之路。”

2021 年，辉县市将继续强化旅游带
动，实现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全市将加
快实施总投资 205亿元的宝泉崖上太行
生态旅游观光带等9个重大旅游项目，推
进九山健康小镇，加快 10个高端民宿建
设，持续创建乡村旅游特色村、休闲观光
园区，全年力争接待游客1300万人次，实
现社会综合效益75亿元。

共享绿色生活

生态治理和乡村振兴“双管齐下”

木器加工是辉县市胡桥街道的品牌也是群众增收
的支柱，特别是以三小营村为主的木器加工户全域就达
20多家，带动就业200多人，他们与全国各地的供应商
合作，成为定制家具中的一支新生力量。

可在环境治理的大背景下，这么多家木器加工户
有个无法跨越的门槛：木器在加工环节存在对环境污
染的风险。

“如果简单处理就是关停，停水停电。”主抓项目建
设的街道办副主任小伟说。

“我们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但更重要的是考虑
群众的利益，让这个产业能持续下去，惠及民生。”办事
处党委书记刘国华却想得长远。

可现实是胡桥街道的木器加工都是以家庭为单
位，大部分都是厂家合一，环保设备费用过高，无法安
装，环评手续也无法办理，这让刘国华的思路陷入困
境。

综合研判后，木器加工专业园区应运而生。胡桥
街道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运作、部门监管”
的原则，把刘小庄村西的一处废旧厂房进行改建，让一
个投资1000万元、占地20亩的木器加工专业园拔地而
起，原废旧厂房负责人办理营业执照、立项、环评等手
续，加装环保设备，木器加工厂缴纳租金，“拎包入驻”。

“现在已有11家企业入驻园区，还有3家正准备进
驻。”专业园区负责人时明剑说，“项目建成后，可实现
年产36万套木质家具。”

百泉河穿城而过，在胡桥街道共 8公里多长，从北
向南流经 8个村庄，串起了胡桥街道的三个发展带，成
为连接城乡的内河，这在刘国华眼里是最美的曲线。
起初，附近村村民并没认识到这片水源之宝贵，乱倒垃
圾、乱排生活污水等破坏环境的现象时有发生。

生长于斯，怎能不爱护卫河源头？2018年，胡桥村
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带头轮流巡河，村民纷纷改掉陋
习、爱河护水。今年年初，村民又种植桂花、樱花 1000
多株，家园更加幸福宜居。

辉县市推进全民共建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制度设
计，畅通渠道，广泛吸纳群众参与环境治理，把民意民
心转化成环境治理的强大力量。

目前，胡桥街道办事处借助投资近亿元的百泉河提
升改造工程和规划设计中的投资2.5亿元的大运河稻田
务文化园建设，把百泉河变成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体，让
城里人下乡，让乡村群众进城，河里泛舟，游园赏景，食有
美味，住有民宿，晚上夜市红火，白天游人寻绿，真正让城
乡一体，融合发展，打造辉县城南发展的新高地。

辉县市通过创新“加减法”，大力开展城乡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行动，对经济基础薄弱或一般的村做好“减
法”，以清理农村垃圾、杂物、违建为主要目标，着力实
现村庄净化。对经济基础较好的村，结合乡村振兴星
级示范村创建，在做好“减法”的基础上做“加法”，统筹
推进污水管网建设、厕所革命、垃圾处理、绿化美化，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升级，被评为河南省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先进县，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生态治理和产业转型“双轮驱动” 崛起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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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丽的辉县市城区夜景

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民宿

大型实景演出《穆桂英大战洪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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