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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晓颖

一批批有力度、有分量的“美丽”改革掷

地有声，一项项范围广、时间久的“绿色”行

动铿锵有力，在过去的一年中，西宁市交出

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彰显生态保护

“省会担当”。而今，正继续奋力书写绿色发

展的新篇章。

出门见绿是幸福的底色

这里是建筑生活垃圾的消纳场地，污水

横流、臭气熏天。风一吹，废旧塑料、纸张碎

片、沙土粉尘漫天飞舞。经过近几年的综合

治理，如今的火烧沟碧波荡漾，处处绿植花

木 ，曾 经 生 活 在 附 近 的 张 青 梅 看 后 欣 喜 不

已。

历时 30 多年的南北山绿化改变了西宁

的整体生态环境，数代西宁人花了 30 多年时

间，使得南北两山森林覆盖率由 7.2%提升到

79%，完成从缺林少绿到绿水青山的“城市换

装”。如今点缀在市内各处的绿地湿地，则

是提质增效的“点睛之笔”。

2021 年，西宁市新增园林绿地面积 79.6
公顷，街头巷尾“冒出”上百处绿化景观，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 13 平方米；完成营造林

5.42 万公顷，草原生态保护面积 7.3 万公顷，

整体森林覆盖率达到 36.5%。

团结公园的沉香塔、北川河湿地公园的

大型雕塑群、鲁青公园的骑行绿道、宁湖湿

地公园的候鸟科普展板……西宁市民权辉

说：“出门就是公园，春天看鸟飞、夏秋看绿

意，每个公园各有特色。”开门见绿，这是幸

福西宁发展的底色，也是西宁人追求幸福生

活的重要指标。

产业“清新”是幸福的引擎

西宁城区以西 30 多公里处，西宁经济技

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的亚洲硅业多晶硅

生产线技术人员正在紧张地点火、调试还原

炉等设备。这里即将出炉的一块块多晶硅

材料，经过一系列工艺处理，再切片、刻蚀、

压印、镀膜，制成太阳能光伏板，运至茫茫戈

壁滩叠架起“蓝色海浪”。

2021 年，西宁市完成工业投资 129 亿元，

同比增长 54.6%，经济总量首次突破 1500 亿

元；招商引资项目落地 37 个，总投资 383 亿

元，到位资金 200多亿元，创造新纪录。

生态优先，既是产业要求，也是发展机

遇。

一大批火力发电机组关停退出，带动光

伏、风机等制造材料生产如火如荼。“风光”

装机量攀升，新能源汽车备受青睐，促使锂

电储能产业蓬勃发展。

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

机器轰鸣，上千台单晶炉正满负荷生产。比

亚迪动力电池新生产线正在安装调试设备，

新型刀片电池即将成批出厂。

当前，西宁市多晶硅、锂电材料、碳纤维

三项清洁能源装备生产材料的产能，分别约

占全国的 20%、33%、36%。

“ 十 四 五 ”期 间 ，西 宁 市 将 打 造 光 伏 制

造、锂电储能、新型材料三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依托青海水力、太阳能、风力等清洁能

源发电占比约 90%的突出优势，全市以电力

消耗为主的传统高能耗企业，正转变为低碳

排放的绿色产业。

2021 年前三季度，西宁全社会能源消耗

中约 7 成是用电。其中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

业，能源消耗超过 80%都是清洁绿电，相比传

统化石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860万吨。

从资源型产业向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转

型，西宁不断加快经济发展的“绿色变身”，

形成南川工业园区锂资源精深加工、东川工

业园区硅材料光伏产业链、生物产业园区重

点孵化科技产业、甘河工业园区有色金属生

产，以深加工及特色化工业为主的产业发展

布局。

碧水蓝天是幸福的高度

“澄澈的蓝天和雪白的云朵相互映衬，

特别透，特别美。”不少外地来西宁的人见到

天空都感受到惊艳。为了“西宁蓝”，人们付

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

近年来，西宁市大力开展工业减排、产

业升级、清洁替代，推进植树披绿、智慧降

尘、环境美化，空气质量逐年提升。

2021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30 天，

优良率为 90.4%，各项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

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空气质量连续 7 年

位居西北省会城市前列。

为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西宁市

坚持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管控，注重精准管

理、精细治理，丰富技防手段，加大无人机日

常巡查，建成建筑工地智慧化监测监管系统

100 套、网格化监测监管系统 84 套、移动式机

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 5 套。深入开展“一

市一策”精细化管控，实施“煤改气”、低氮锅

炉改造。建立机动车排放监测与强制维护

I/M 制度，在主城区主要路口实施全天候机

动车尾气监测。

“过去西宁漫天‘灰’，让我们在外地亲

戚与游客面前‘灰头土脸’。”西宁市民王媛

说，现在“西宁蓝”成为城市的又一张名片，

着实让大家“扬眉吐气”了。

高 原 绿 、河 湖 清 ，也 共 同 织 就 西 宁 的

美。污水管网收集，中水回收利用，穿城而

过的湟水河监测断面水质全部达标，水环境

总体状况优。城内沿河而建的大块湿地、城

区遍布的各类花园中，清澈水面倒映蓝天白

云，形成水天一色的山水画卷。

西宁市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方针，有力推

动了由工程治水向生态治水、系统治水的转

变；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用严

控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的“倒逼机制”推

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先后出台《西宁市水资源管理条例》

《西宁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法规规章，建立完善了法规体系；城西区

火烧沟水环境治理工程、甘河西山中水生态

再利用建设、“千吨万人”水源地整治等重点

项目，全面启动全市农村饮用水源地清洁工

程；探索实行南川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

制，对全市 1693 个入河排污口进行逐一监测

溯源。

2021 年，全市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00%，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国省控断面水

质稳定达到Ⅲ类，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达到 100%，水生态治理

效果有目共睹。

如 今 ，从 高 空 俯 瞰 西 宁 ，湟 水 河 、南 川

河、北川河如一条条“彩带”延伸在城市中，

137 万平方米的景观水面和湖、渠、库、湿地

化身为熠熠生辉的一颗颗“明珠”……

生态似水、发展如舟。在青海积极推进

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的征途上，省会西宁将

继续描绘青山绿水画卷，让绿色生态的福祉

永续。

绿色发展让幸福西宁行稳致远

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的拉布乡矗立在
高山之巅、河谷之上，大江大河的雄浑与多彩,文明
的悠远与传承，民族的质朴与浪漫，以及古藏乡建
筑的独特与庄严,让这里极富浑厚广阔的美感。

特色，就是竞争力和生命力。历史见证了拉布
乡灾后重建“修旧如旧”的发展历程,当地各级党委
政府立足引领青海古藏乡文旅小镇绿色优质发展
的理念，以“生态颜值+文化内涵”为核心，打造拉
布特色小镇基础设施趋好、城镇功能趋优、产业支
撑趋强、生态环境趋美的新气象。村落建筑形式与
风格既立足于现实地理条件凸显“ 气质”,又努力
打造特色体现“ 颜值”。作为涉藏地区为数不多仍
然有人居住的“活态”古藏乡，拉布乡凭借不可复制
的生态和人文历史文化，确定主题、功能、产业、平
台、文化定位，突出其古藏文化小镇的差异性、独创
性、市场性和地域性，实现古藏乡文旅小镇的转型
发展。

拉布乡既有通天河古渡口、尕多觉悟神山、莫
洛天险、三江源纪念碑、长江漂流纪念馆等众多名
胜古迹,也有像拉布寺、白塔渡口、通天河壁画、岩
画这种与玉树嘉那嘛呢、文成公主庙并称的历史文
化瑰宝；还有“巴吾巴姆”民族歌舞、泥塑、石刻等工
艺品，及拉司通传统节日“隆达节”“东科祭湖”“风
马节”“春耕节”等民俗、节庆活动。

历届称多县党委政府立足产业“特而强”、文化
“久而新”的要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理念，确定“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挖掘特色优
势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推进“旅游+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延伸形成文创研发、文化研学、特色商
贸、生态农业、休闲娱乐全覆盖产业链。

借北京对口援建的“东风”，称多县党委政府将
整合资金超过 2 亿元，着力构建拉布产业发展格
局，创造集“游、学、研、造、娱”为一体的青海古藏文
化旅游形式，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原聚落典
范、玉树新的古藏文化风情旅游名片、古藏文创产
品研发及加工示范区。

改革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惠民生。玉树各
级党委政府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
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的路子。借势乡村振兴战略，切实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
项工作，让拉布古藏乡文旅小镇，这一特色文旅品
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长久惠及各族群众。

洪玉杰

特色文旅产业
激发古藏乡发展活力

本报记者 陈 俊

春日清晨,阳光洒落山水间，阿依塞迈山披上了

一层金色薄纱，呈现出一幅诗意的画卷。山脚下是平

安区巴藏沟回族乡的一个纯藏族村落——上郭尔村,
家家户户的院落整齐有序，田间不时有野生动物出

没。

由于过度放牧和垦荒，曾经的上郭尔村水土流失

严重，河道干涸断流。“前几年河水干了，河道垃圾成

堆，一到夏天干燥的空气里都是垃圾味儿。”村里的老

人回想起 3年前的居住环境连连摇头。

2019年以来，巴藏沟乡党委政府积极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通过持续植树造林，严格执行“禁牧令”

等恢复生态的举措，使阿依赛迈山周边生态环境和空

气质量逐年改善。“如今绿树成荫、河水清澈，夏天坐

在树林里乘凉，好像回到我小时候。”上郭尔村的党员

田仁增说。

山头是原始森林、山腰是油菜花海、山脚是古朴村

落，巴藏沟乡党委政府立足天然优势，修建了“阿依赛

迈”景区。每到夏季，如诗似画的美景吸引着络绎不绝

的游客，不断完善的旅游设施，持续提升景区品质。

一些在城里打工的青年从中嗅到巨大商机，纷纷

返乡开起了农家乐。田仁增是村里第一个创办藏式

农家乐的人，绿水青山好风景带来了红火的生意，“早

些年一直在外面打工，挣些辛苦钱，父母孩子在家里

我不放心，看到村里和景区的环境越来越好，慕名而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我觉得开办民族特色的农家乐是

条致富路。”事实证明田仁增是对的。

巴藏沟的美景不止在阿伊赛迈景区，沿着“蜿蜒”

于山间的 207 国道一路行走，所到之处皆是农村新气

象。农户院落整洁有序，春夏交替之时，房屋周围五

颜六色的花朵随风摇曳，令人沉醉。

巴藏沟乡“内外兼修”，推进村庄“硬化、绿化、亮

化、美化、净化”和片区连接线综合整治，打造美丽乡

村。清泉村党支部书记马明山说：“曾经村里的环境

比较差，我们动员党员群众参与到环境整治中，家家

户户比着干，齐心协力扮靓村容村貌，人居环境明显

改观。”

乡党委政府正努力让“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家乡美”成为当地群众触手可及的美好。持续保护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乡村旅游经济，为各地游客打造

赏青山绿水、享田野乡趣、品藏家美食的巴藏沟“客

厅”,促进村民增收乐业。

望山看水享富乐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

回族自治县祁连山国家公园老虎沟管护站的管护

员们去西岔沟巡山。

皮卡车在崎岖难行的山路行驶了近 20 公里

后，队员们必须下车步行。他们一路上翻山越岭、

徒手攀岩、涉水过河，行动矫捷而迅速。每到一处

观测点就很认真地翻看红外相机，或站在高处用望

远镜查看森林，或拍摄陌生的植物。

午饭时，大家才聚在一起，啃着馒头有说有笑，

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站长李成义介绍说，管

护站辖区森林面积约 11624.67 公顷，有近 200 名工

作人员守护着这里的森林、冰川、湿地等生态系统

及野生动植物。尽管工作比较辛苦，但他们每个人

都对这方山水感情深厚，愿意默默守护着这片净

土。

本报记者 冶晓刚 摄

相互牵手、徒手攀岩。

比比谁拍的植物好。

河岸边巡查。

看！我发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