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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and Suggestions for Henan
Provi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ortant Thought That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Take the Experiences of the Saihanba and Yangtze Incident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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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stated that the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the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Henan is a big province of food and population and it has
been trying to implement the country’s “Two mountains” thought. However, restricted by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inherent short-sighted thinking,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enan around the idea of
“Two mountains”. Some project leaders and entrepreneurs blindly overdraw resources and damage the environment for profit. Then unreasonabl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and lack of accountability make local officials show mercy to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It ended up burning the
green mountain, but it didn’t turn into a mountain of gold.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national example and the thought of the idea of an invasion of the land of the
Yangtze,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Two mountains”
in Henan, and try to give some advices and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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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
想的困难和建议
——以塞罕坝和扬子鳄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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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河南是粮食大
省和人口大省，一直着力践行国家“两山”思想，但是受制于传统发展模式和固有短视思想，河南在围
绕“两山”思想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存在许多困难和挑战，部分工程负责人和企业家为了利益盲目
透支资源破坏环境，不合理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不到位使得地方官员对工程企业“手下留情”，
最终消耗了“绿水青山”，却没有转换成“金山银山”。因此，本文汲取国家典范试验区塞罕坝的成功
经验和反思扬子鳄保护区侵占事件，结合河南具体情况来探索河南践行“两山”思想存在的困难和挑战，
并尝试给予一些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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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要素的大量投入和廉价劳动力的支持，成功在极短的
时间内进入工业化阶段，但是这种生产模式不仅生产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而且也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和破
坏。现如今，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早已不能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发展道路，我国高度重视绿色经济和可持
续发展，2017 年环保部印发《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充实完善了环保标准体系，
推动环境管理转型。党和政府的“两山”理念更进一步显示了我国坚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发
展质量的政策导向。
河南作为中部人口大省，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一直为践行“两山理念”做出不懈努力，但是河南很
多地方还比较落后，有些地方还存在先污染再治理、边污染边治理或者当代污染治理交给后代的不负责
任的想法，不顾环境的承载力而过度开发利用生产资源，如今人口红利也在逐年下降，更加制约河南未
来的发展。河南践行两山理念还存在着诸如传统发展模式固化、思想理念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吸
取国家重点发展典范地区的经验，规避已经出现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响应国家号召，建设更加美丽、宜
居、发展高效高质的河南意义重大。

2. 理论背景与发展沿革
2.1. 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总书记来到安吉天荒坪镇的余村进行调研时首次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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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简称为“两山”理论。十余年来，“两山”理论不仅在浙江及
其周边省份开花结果，更已经在全国各地推开，涌现出一批“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成为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略[1]。
我们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中
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战争造成的断壁残垣还亟需发展建设来恢复，中国没有能力进行环境保护而迫
切需要发展生产，只好用“绿水青山”来换取“金山银山”，不管不顾项目对环境的污染，只要能够增
加 GDP 解决就业提高人均收入的项目就盲目上马，短期内确实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奇效，但是造成了不可
估计的环境损失，一时间沙尘暴和雾霾在全国许多地区肆虐，地下水位下降造成土地沉降，饮用水被污
染导致各类疾病和癌症爆发……第二阶段人们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强调既要“绿水青山”，又
要“金山银山”，这种转变是执政理念的转变，是基于中国现阶段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得出的重大结论，
表明了我国已经认识到并有实力开始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
逐步迈入第三阶段，即“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全国正
在打响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战，到 2020 年，要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国家实现全面小康。我们已经认识到，
我们身边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是比物质财富更加宝贵的财富，我们宁可牺牲短暂的经济利益，也要换取
长远的经济发展，而且整体来看，美丽的环境不仅可以使得当地人民更加健康长寿、减少不必要的医疗
开支，而且可以使人们心情更加愉悦从而提高生产工作效率，美好的环境也使得地方可以发展生态种植、
养殖和生态旅游业以创造经济效益。

2.2. 理论的意义
“绿水青山”理论包含了生态环境要素、物质财富要素、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内容，是
党和国家领导人遵循自然规律并充分结合当前国家情况和发展实际做出的重要决策，体现了国家经济发
展、环境保护、改善人民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统一，是符合当代发展现状的必然选择[2]。“绿水
青山”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和种植养殖的草木虫鱼，更是指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世界，
是我们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原材料，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基本财富，而“金山银山”不仅仅是指金钱等物
质财富，更是指包括人们精神财富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内的更长远更有价值的财富[3]。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说明了经过不懈的努力与生产，无论是站在短期还是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将收获各种
意义的财富。

3. 塞罕坝与扬子鳄保护区的经验与教训
2017 年 9 月 21 日，全国 13 个市县区被环保部列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成为
了全国典型示范区域。其中，塞罕坝林场历经 59 年的艰苦奋斗，以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使命为己任，成为
了重要典范，“塞罕坝”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4]。

3.1. 塞罕坝的成功经验
塞罕坝机械林场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的东南缘，属于中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属森林
——草原过渡带。半个多世纪以来，塞罕坝以扎实的管理和不懈的努力，实现了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
平衡，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案例。其中，有利的经验包括：一是科学编制建设方案，为林场发展提
供专业指导。塞罕坝林场的成功不是一群人埋头盲干苦干的结果，而是多次邀请了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
一起为塞罕坝“会诊”，针对塞罕坝的具体情况编制了较为完善的《试点建设方案》，并组织有关单位
专家对方案进行评估论证。二是要树立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和持之以恒治理污染的决心毅力。1962 年，
369 名来自各地的年轻创业者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来到塞罕坝进行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56 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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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凭着艰苦奋斗战胜了当地恶劣的环境，而且不断攻坚克难，攻克了一道道科技难关[5]。发展生
态必然会触及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应该学习塞罕坝建设者为了生态建设舍弃个人利益，努力发展建
设的决心，奏响荡气回肠的时代壮歌。三是要坚持绿色发展，克服既有困难。绿色发展是塞罕坝精神的
根基，塞罕坝人始终以改善生态为己任，一代接着一代干，生动诠释了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重要思想，既将塞罕坝建成了经济林场，又完成了荒地改造和环境保护的任务。

3.2. 扬子鳄保护区的教训
扬子鳄是世界上最小的鳄鱼品种之一，是我国特有的珍惜物种，被称为“活化石”，现存不到 200
条，比大熊猫还稀少。然而根据央视报道，从 2003 年到 2018 年间，主要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的扬子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被商业开发侵占的面积达 3 平方公里，涉及 200 多家企业和机构。保护区所在县
委领导认为，土地是自己的，自己当然能用，政府官员在整改大会上甚至提出了“要人还是要鳄鱼”的
低级问题。这些情况一是反映了当地领导扭曲的政绩观，二是反映了在地方县市仍然难以根除的陈旧发
展理念，三是反映了地方在具体执行政策时的偷工减料。政绩观扭曲，会认为人的财富增长远比动植物
的生存发展权更为重要；陈旧的发展理念，则会让人变得贪婪而盲目，目光局限在眼前小利，看不到长
远的生态收益；偷工减料乃至阳奉阴违，则更为可怕，甚至会酿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严重后果。

4. 河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存在的困难与挑战
河南是农业大省和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农业占 GDP 的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多负担重
是河南发展的重要障碍。目前，河南全省正在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但是受
制于上亿人口、财政不够充裕等因素，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与挑战。

4.1.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制约和固有思想限制
作为传统大省的河南跟沿海发达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痕迹比较
明显，造成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模式还相对比较传统，一时难以转变思想。很多思想认为人类从
自然中开发利用资源，又在生产加工和消费中向环境排放污水、废气、噪音、光电等污染物来实现经济
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是理所应当，这种“高开采、高消耗、低利用、高排放”的发展模式资源利用
率低，污染和浪费比较严重，单位能耗创造的 GDP 产值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6]。河南正
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但是必须承认，河南原有产能结构不甚合理，存在过剩产能和
污染浪费现象，然而逐步向高效生产的转变主要靠更新换代现有老旧设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培育高
质量一线生产工人、创建信息更加畅通的交易平台等措施，这些转变都难免受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制约，
越是不发达省份转变的成本就越高，越难以推开。再加上百姓固有向自然索取思想的限制和理性人假设，
往往会产生羊群效应甚至是破窗效应，人们会争相透支自然资源而不顾资源的自我修复，践行“两山”
思想任重而道远。

4.2. 不合理的政绩考核制度及责任落实欠缺
早期我国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迅速提高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致于在考核官员升迁时“唯 GDP
主义”，不惜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越是 GDP 增长快的地区的领导班子晋升越快。在这种政策导向下，许
多政府官员只追求 GDP 增长和就业岗位增加，放宽市场准入，大兴土木搞建设而忽视了项目的环境保护，
有些地方甚至是刚建成的公路居民楼没几年又拆毁，看似 GDP 总量在提升，但其中潜在的资源浪费难以
估量[7]。另外，各类空城鬼城的传闻屡见不鲜，居住不再成为人们购房的首要需求，房子逐渐变成投资
品，使得有限的资源不能用以贫困地区开发扶贫和生态文明建设当中。不仅如此，责任落实也存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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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早些年地方是一届领导班子一茬作物，领导出了政绩升迁走了，但是作物的后续可持续发展却无
人问津；上马的企业污染了水排放了废气制造了噪音，百姓们求告无门，官员追责困难。现在我国已经
采取了环保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对于造成的污染将坚决追究到当时的负责人，但是这项制度实施起来却
并不容易。有些项目从洽谈到落地可能会耗时数年，期间历经许多官员，牵扯的升迁调任离职退休出国
去世等种种因素不胜枚举，实际划分责任困难，而且仅仅把污染责任归咎于环保部门和政府一把手也是
不甚全面和妥当的行为。

4.3. 地方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与缺乏长远规划
在我国我省已经下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规划的大环境下，出于地方短期利益限制，
仍可能存在欺上瞒下，在上传下达中偷工减料的行为。就如上例中的扬子鳄保护区，面对巨大的经济利
益，地方政府难以抵御诱惑，常常会在法律边界玩火。再者，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征收的支柱产业，
既解决了大量地方就业压力又存在调整转型的困难，地方政府对其也会是左右为难，难以下狠手去惩治，
否则可能会造成地方经济奔溃和大量失业，给地方社会安定造成巨大压力。另外，地方领导的频繁更换
可能使得地区发展路径随领导而变，难以具有可持续性和发展性，百姓盲目跟着政策瞎忙活却一无所获，
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和资源资金的浪费。在制定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和市场准入规则、
划定政府资金政策支持重点、检查查处不符合环保规定的工程企业并依法予以处罚等方面可能会因为考
虑地方 GDP 增长和就业问题而对部分造成植被破坏、环境污染、土地沙化、地下水位下降的“三高一低”
工程企业“另眼相看”[8]，而这种行为虽然短期内增加了 GDP 总量，扩大了地方政府税收，解决了当地
许多低水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拉动了相关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地方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但是
从长远来看，造成的资源透支、环境破坏和人类健康损害都是难以估计也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9]。局限
于短期的收益而忽视长远的发展，最后的结果我们将难以承担。

5. 克服河南省现存困难的思考与建议
5.1. 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健全法律保障制度
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做好百姓不能做的事情，提供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守
护“绿水青山”和创造“金山银山”做好顶层设计，各层级政府既要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牢记责任和使命，又要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本区域特色的行动规划，落实国家思想与精
神[10]。
环保不仅仅是一个环保部门的工作和责任，更是社会各个部门在工作中需要贯彻的思想和行动的指
南，环保工作如果仅仅交给环保部门来做就会造成只见环保部门的检查和报告，不见处理措施和意见落
实的结果，环保部门难以承担起整个环保治理的巨大压力与责任。因此，建立各层级的环保相关数据及
时披露体系，覆盖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将各部门连成一线，统筹规划，共同发力环境保护与治理至关重
要。
畅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通道，鼓励群众对身边环境违法现象进行举报，而且要落实“举报必查、
查出问题必改、改后要不定期检查”的处理体系，实现家园建设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全民监督的公开透
明、绿色环保的健康发展之路[11]。增强公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奖励力度，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和人身安全，
消除公众疑虑。

5.2. 改革政绩考核模式，落实生态责任追究
转变单纯以 GDP 和样板典范工程衡量政府政绩的考核方式，逐步探索并完善涵盖环境指标的新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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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体系，避免地方政府迫于升职压力和发展本地经济、带动就业的压力而对上级的政策阳奉阴违。
对政府干部实行生态责任审计，安排政府一把手督导、环保局局长领导、政府班子具体指挥的行动
计划，将环境责任具体到人，对已造成的环境污染狠抓治理，追究到责任人，对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要
做好预防和应急治理备案。生产者应遵循经济与生态平衡发展规律，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
谁承担成本”的基本伦理关系，从上到下追究系列责任人的环境污染责任。

5.3. 提高人民思想认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加强各主流媒体的宣传和“金山银山思想”进校园、进社区、进单位的活动，从根本上在人民群众
之间牢固树立保护环境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认识，培育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监管意识。让
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形成优先级更高的诉求[12]，从而自觉开始保护环境、降低污染，并监督身边的工厂
和企业切实做好污染净化处理工作，倒逼政府严格落实生态发展的理念，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
题。公众应该转变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观念，提升消费层次，践行节约消费，鼓励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
全面保护“绿水青山”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
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发展循环经济，走绿色经济发展之路。要补足发展循环经济中的短板，根据
本地区情况和企业状况对企业进行分级，对污染小、社会溢出效应大的企业进行适当税收和其他方面的
奖励，严惩明知污染而不作为的企业，根据企业情况灵活指导企业进行环境净化设施建设、淘汰升级现
有落后设备，并给予发展前景大的企业包括资金贷款、技术咨询和社会形象建设方面的整改支持，将生
态补偿量化和实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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