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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阿尔山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连日来，国家生态环
境部公示第二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初选名
单，作为47个入选市县之
一的兴安盟阿尔山市，11
月27日，正式成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的背后凝聚着阿尔山市所
有生态文明建设者的心血
和智慧，浸润着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坚
守。

从“国家生态旅游示
范区”，到获评中国气候生
态市；从获批大小兴安岭
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
地区、兴边富民重点市，到
获评全国第二批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阿尔山在生
态文明建设的路上一步步
扎实推进。

“依林而建、因水得
名”。良好的生态环境资
源是阿尔山的发展之基、
立市之本。近年来，阿尔
山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考察
内蒙古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始终遵循“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牢牢守住“生
态、发展、民生”三条底
线，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
全市“天字号”工程，突出
旅游主导产业，取得了显
著成绩。

强化绿水青山养护、
让生态资产保值增值，藏
富于绿水青山。从2002年
开始实施禁牧退耕，到
2012年全面实施禁伐，牢
牢守住“绿水青山”，筑牢
生态安全屏障；2012年以
来实施天保工程，累计投
入资金10多亿元，实施天
保工程1000余万亩、公益
林管护20余万亩，完成封
山育林100余万亩、植树造
林30余万亩，水土流失治
理20余万亩。

依托生态旅游资源，
打造生态旅游体验区。以
阿尔山5A级景区和阿尔山
世界地质公园为核心产
品，开发了10条特色旅游
线路和3条跨境旅游线路，
不断提升旅游产品质量；
累计投入资金5.2亿元，建
设旅游公路161公里、停车
场16万平方米、木栈道2.7
万延长米、环保厕所28处，
不断推进景区基础设施建
设；通过举办杜鹃节、圣水

节、冰雪节等节庆活动，不
断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

让生态经济化、经济
绿色化，探索出生态建设
和经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
展方式。通过“旅游+”模
式，大力发展观光、休闲农
业，实施了“花海乐土”和
特种动物综合养殖项目，
丰富休闲观光农业内容。
探索“工业+旅游”的发展
道路，引导矿泉水企业景
观化建设，在工厂内部建
设观光通道，挖掘水文化，
讲好水故事，建设互动休
闲、寓教于乐的多功能展
厅，通过声、光、电等高科
技手段和多种表现形式，
提升“白金产业”的旅游附
加值。

打造论坛会展经济，
彰显优美环境魅力。几年
来，阿尔山不断进军论坛
会展经济，努力打造北方
论坛会展之都。先后成功
举办首届阿尔山论坛、开
发性金融与健康产业发展
研讨会、阿尔山绿色·健
康·发展国际论坛、世界温
泉大会等20余个高端论坛
会议。论坛经济快速发展，
为推动全域旅游、四季旅

游及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阿尔山市持续推动资
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构筑
了以旅游业为主体、以环
保型工业和特色农牧业为
两翼的发展格局，践行“两
山理论”，下功夫做大做强
全域旅游、四季旅游。2017
年旅游人数达到359.7万
人次，是2012年的3.3倍，
年均增长26.7%；旅游收入
实现45.4亿元，是2012年
的3.5倍，年均增长28.4%；
带动旅游从业人员达4万
余人。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气达标率97%以上，2015年
以来未发生重污染天气，
辖区4镇全部获批“国家级
生态乡镇”。制定出台《阿
尔山市领导干部环保工作
考核办法》《阿尔山市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损害责任追
究办法》《阿尔山市环境保
护职责考核办法》，深入开
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试点，坚持贯彻环保工作

“一票否决”制度。
守护绿色家园，预防

森林火灾。通过购买社会
服务的方式成立100人森
林消防大队，建立了防火
指挥中心，新增智慧阿尔
山远程监控设备，监控范
围覆盖整个施业区，实现
了24小时时时监控；改变
防火工作格局，特别是在
防范境外火工作方面创
新举措，从边境堵截转向
境外预防，成立了首支境
外防火中队，在蒙古国一
侧租赁土地4.5万亩，近3
年成功堵截蒙古国火灾3
起，连续14年无重特大森
林草原火灾发生，森林火
灾受害率控制在 1‰以
内。

在防治水土污染上，
举全市之力全面推进阿尔
山市污染防治工作，全面
落实“水十条”“土十条”，
深入落实河长制、湖长制，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开
发利用负面清单，建立村

庄垃圾集中处理机制，实
现城镇垃圾处理设施全覆
盖；全面落实“气十条”，大
力推进工业企业达标改
造，积极探索实施镇村冬
季清洁取暖计划。全面推
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
追究制度，构建系统完整、
实施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

累计投入资金40亿
元，全面实施棚户区改造
工程。累计征收房屋9688
户、62万平方米，同步建
设回迁小区23.4万平方
米；投入资金15.8亿元，完
成镇村道路硬化300公里，
铺设供水管线76.5公里，
改造污水管网22公里，垃
圾处理厂、天池集中供热
一期等项目相继投入使
用；拆除农村危旧房5万
平方米，清理垃圾5000多
吨，种植绿化树1万多棵，
农村垃圾收处体系基本
建立。成功获得住建部
2017年“中国人居环境
奖”。

在革命老区福建龙
岩市郊的龙门镇，一处雅
致的小院坐落河畔。这是
闽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
之一———郭滴人同志的
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大门，两
株翠柏挺立左右，一块记
载郭滴人生平事迹的青
色大理石碑出现在正前
方。在29岁的短暂一生
里，他用生命在中国的革
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郭滴人的儿子郭壮友
老人已经步履蹒跚。在他
的记忆里，“父亲”一词最
初只是自己尚在襁褓之
时，为了革命事业毅然转
身远去的一个模糊背影。

“我的养父张清海是
父亲的老战友。在我很小
的时候，养父就告诉我，
在我不满周岁时，父亲便
将我托付给了他，自己跟
着大部队参加了二万五
千里长征。”郭壮友说。

长大后，郭壮友在养
父等人的帮助下，先后拜
访了邓子恢、张鼎丞等革
命老前辈，听他们讲述父
亲当年在闽西开创苏区
的故事。“父亲”这个形象
逐渐在他的脑海中丰满
伟岸起来，父亲的事迹也
成了他教育子孙的最好

“教材”。
郭滴人，原名郭尚

滨，1907 年出生
于福建龙岩一个
贫农家庭。童年
的郭滴人发奋学
习，后因家境贫
寒 不 能 继 续 上
学，便到漳州当
学徒，1923 年得
到叔父的资助到
厦门集美学校读
书，开始接触进
步思想。自小的
艰辛生活，让郭
滴 人 深 深 感 到

“中国农民要摆
脱贫困，只有参

加革命才有出路”。
1926年，郭滴人参加

了毛泽东创办的广州第
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
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这一时期是他思想的
重要转变期，他系统地学
习了许多马列主义著述，
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进
行了深入思考，并把自己
的名字改为“郭滴人”，立

志“点点滴滴为人民”。
同年9月，郭滴人回

到龙岩，秘密建立中共基
层组织，先后任中共龙岩
县党总支组织委员、中共
龙岩县委组织部长。他经
常头戴斗笠，脚穿草鞋，
栉风沐雨，跋山涉水，深
入乡村进行访贫问苦、社
会调查。他还仿照广州农
讲所的做法，在城内开办
了岩平宁政府监察署干
部训练班，在闽西培养了
一批优秀的革命干部。

1927年，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闽西
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作
为中共龙岩县党组织主要
领导人的郭滴人，立即组
织党员和革命骨干迅速转
入农村，进入艰苦卓绝的
斗争阶段。1928年3月，在
郭滴人与邓子恢等的领导
下，在龙岩后田村举行农

民武装起义，被称为“打响
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
一枪”。起义后，组建了闽
西第一支游击队，极大地
鼓舞了革命斗争的士气。
1929年，郭滴人领导龙岩
全县农民武装暴动，率领
游击队配合入闽作战的红
四军三打龙岩城，全歼守
城国民党军，为闽西苏区
乃至中央苏区的开创立下
汗马功劳。

1930年后，郭滴人历
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
西苏维埃政府常委兼文
化部长、闽西革命军事委
员会委员、中共闽粤赣省
委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福
建分局局长、福建军区独
立第8师政治委员等职，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始
终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
耿耿。

1934年，郭滴人参加
长征，在红一方面军第三
军团做宣传鼓动工作。由
于长期奔波劳累，他的体
质越来越差，加上长征途
中肺病复发，又患痢疾，
经常咳血不止。1936年11
月18日，因积劳成疾，郭
滴人病故于陕北省保安
县，终年29岁，实践了他
生前“点点滴滴为人民”
的誓言。

1956年，郭滴人的遗
骨从陕北运回龙岩公葬。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
子恢在公葬仪式上说：

“郭滴人同志，他为中国
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
解放斗争，走完了他的光
辉一生。他战斗的一生为
闽西人民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榜样，永远受到闽西
人民的尊敬和纪念。”

（据新华社报道）

郭滴人：点点滴滴为人民

郭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