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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桂林银行联合桂林团市委举办了
“保护漓江母亲河·共创全国文明城” 2017 年“保
护母亲河——— 漓江”环保基金捐赠暨鱼苗放生、公益
健走活动。今年是桂林市青少年“保护母亲河——— 漓
江”环保基金成立 10 周年，此次活动中桂林银行向
该基金捐款 45 万元。团市委机关干部、青少年环保
志愿者、桂林银行客户共 300 多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当天， 300 多名环保志愿者和桂林银行客
户开展了公益健走活动，从草坪绿道徒步至冠岩景
区，沿途感受母亲河的美丽，了解漓江的生态环境保
护情况。一个半小时的徒步过后，环保志愿者和桂林
银行客户在冠岩景区进行了鱼苗放生活动，当天共放
生约 40 万尾鱼苗。

上午 11 点半， 2017 年“保护母亲河——— 漓
江”环保基金捐赠活动启动仪式开始。据了解，今年
是桂林市青少年“保护母亲河——— 漓江”环保基金成
立 10 周年。客户持漓江卡在 POS 机上刷卡消费一
次，桂林银行就从手续费收入中捐款 0 . 1 元注入该
基金，推动保护母亲河行动项目化、品牌化、机制化
建设。目前已为该基金捐赠 336 万元，该基金用于
开展与漓江相关的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各类活
动。

活动中，桂林银行董事长王能代表桂林银行向桂
林市青少年“保护母亲河——— 漓江”环保基金捐款

45 万元。王能说，桂林银行能够参与共创全国文
明城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作为一家有责任的企
业，桂林银行始终致力于传导“上善若水，厚责如
山”的核心价值观，积极助推桂林经济发展，希望
能够通过桂林银行的努力，助力桂林山水更加美
好、桂林经济更加蓬勃，让企业更好地发展、让市
民更好地生活。

桂林银行行长于志才则表示，桂林银行始终秉
承“上善若水，厚责如山”的核心价值观，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您的烦
恼，我帮解决”、“开放分享”的发展理念，在
“诚信、守纪、责任、勤俭、谦让、感恩”为核心
的“六德”文化的引领下，每年都通过各种形式积
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承担
起桂林银行作为地方企业支持地方发展的社会责
任。桂林银行将不断提升政府、企业、市民和股东
对桂林银行的满意度、认同度，自觉履行保护、建
设漓江的社会责任。

桂林银行的客户们表示，受邀参加这样的活动
很有意义，不仅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增进与大自
然的亲近，还深刻感受到保护母亲河的重要性以及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大责任。今后会从自己做
起，从教育孩子做起，为漓江环保事业贡献力量。

（陈延明）

□本报记者黄蓉 通讯员李辉朝 文/摄

一路赏景观花，与飞鸟对话，看游客拍照，
乡村的慢生活其乐无穷。近日，记者在桂林会仙
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已建好的 6 公里观光栈道
上漫步，体验人在仙境的美妙感受。

近年来，依据《广西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
地公园总体规划（2012-2020）》，经过前期的生
态环境恢复与保护性利用，会仙湿地公园建设取
得阶段成果，“乡村湿地”特色初显。

增强保护意识 彰显古风遗韵

“湿地公园建设，对保护与抢救全球岩溶生态
系统中浅水湖泊湿地与维护漓江水系稳定，对保
障‘湘桂走廊’候鸟迁徙通道的畅通，对珍稀野生
湿地植被群落的监测、保护和科研具有重要作用，
对保护及展示古桂柳运河遗迹及文化遗存具有重
要作用。”“你们看，这些是种植的睡莲，有白色、红
色，那些是新种的菰。近年来，公园范围内增加了
睡莲、野生水葱、菰等植物 12 种，湿地公园的保
护与恢复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湿地公园的
栈道凉亭上小憩，听专家介绍和讲解，记者对湿地
公园的建设又多了一些认识。

在公园里游览，不时看到有野鸭在湖里嬉戏。
据介绍，湿地公园范围内分布有多种珍稀野生湿
地植物品种，如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普通
野生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水葱、萍蓬草等野
生种群在广西也是极为稀少的。湿地公园有脊椎
动物 291 种，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17 种。与
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前相比，目前，鱼类增加了 4
种，还增加了黑背白鹡鸰等 7 种鸟类。湿地公园
的保护恢复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沿着栈道直奔狮子岩后山分水塘，记者一路
参观了这里的古桥古文物。

专家介绍说，古桂柳运河作为我国岭南漕运
奇迹之一，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很多运河
遗迹已逐渐湮没在荒草尘土之中，甚至有些遗迹
已被破坏、毁弃。如古桂柳运河经清乾隆年间修
复后有陡门 17 座，现在均已不存在，有些陡门
遗址都很难寻找。同时，伴随古桂柳运河而产生
的一些古庙、碑刻、码头等也基本不复存在。

近年来，依托中央财政湿地保护补助资金及
地方配套资金，湿地公园实施了退塘（耕）还
湿、有害生物防治及清理、古运河修复工程—清
淤工程、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目前湿地保育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优
异，水质基本保持在Ⅲ类水标准以上。近年来，
公园制定并颁布《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
管理办法》，实现了“一园一法”。

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对历

史遗迹进行适当修复，使古桂柳运河及其附属遗
迹成为一种鲜活的文化载体，将古桂柳运河的历
史风貌展示给公众，能够“在开发中得到保护，在
保护中有所利用”，是文化保护与抢救的需要，也
是提升桂林文化品位的需要。

2011 年以来，湿地公园联合相关部门先后举
办了“2011 广西桂林·临桂国际湿地文化节”，“携
手还原会仙湿地最初面貌”公益环保活动，临桂区
青年志愿者协会之会仙湿地“洁净行”活动，“六月
六·群仙会”大型主题活动，桂林市纪实摄影学会
之关注会仙湿地摄影活动，“漓江之肾·会仙湿
地”临桂区文联湿地采风活动，世界湿地日宣传
活动，综合执法专项宣传活动，为保护湿地生态
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今，湿地公园保护管理设施建设取得初步
成果。建立了以毛家码头中心保护站为核心，市
内办公区、管理站（督龙、陡门、狮子岩）相配
套的保护管理设施体系；建立了湿地科研监测及
科普宣教体系（湿地科普馆、湿地科普宣教长
廊）。

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内建筑布局与周边
湿地生态相协调，公园内中心管理站建筑风格融
合汉唐和民居风格，与湿地景观和地方传统文化
相协调。在建设过程中，各个建筑功能和定位明
确，建筑高度适中（所有建筑不超过 3 层），
在色调、造型、宣传和力量等方面都营造出较好
的景观性和协调性。

创新发展理念

发挥项目示范引领作用

“乡村湿地”是最近提出的一种湿地保护与
发展新模式，主要是指湿地及周边社区共同形成
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一”的协同发展模
式。

湿地公园建设初期，秉承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原则，湿地公园范围内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农田。
会仙湿地公园管理局积极与相关农户达成社区共
建协议，并协助农户联系稻种专家，鼓励农户开
展有机稻米种植，向前来会仙湿地游览的游客推
广。回头客络绎不绝，为社区共建居民提供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以睦洞河高新湿地农业利用示范小区为核
心，会仙湿地公园管理局与临桂区农业局积极开
展合作，通过租赁和社区共建的形式，在公园内租
赁耕地 400 亩（三义村油菜花种植 80 亩、七星村
油菜花种植 180 亩、后门头村油菜花种植 140
亩），打造会仙湿地经济作物种植示范基地。

充分利用湿地内的植物，园内一些植物具有
食用、药用、饲用、纤维、能源、鞣料、油脂、
观赏等功能作用。据统计，湿地公园植物有 20
多种可作为野生蔬菜食用， 100 多种可以作为
药用， 50 多种可以作为饲用，具有较高观赏价
值的植物有 70 多种。

“白鹭飞泽国，舟楫荡古今”，湿地公园内
的睦洞湖区域湖泊静谧、水道交错、港汊纵横，
时时色相异，处处景不同。该区域拥有岩溶湖泊
与沼泽湿地、岩溶地下河、自然河流、生态山林
等众多优质自然景观，是桂林市以“山水”为特

色的三大世界级
自然景观

之一，在
国家湿地公园

中独具特色。
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拥有水域面积超过

100 公顷的岩溶湖泊、 10 余公里的古桂柳运
河、原生态的湿地植物群落、地带性的岩溶植
被、湘桂候鸟长廊和世界典型的岩溶地貌等景观
资源，并与保存完好的人文生态完美融合在一
起，丰富了生态旅游内容。

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效益良好。根据近 3 年的
旅游统计数据，2014、2015、2016 年分别带来了
52 .12 万元、43 .55 万元、70 .93 万元游船门票收
入。随着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以及配套服务设施
的完善，游客人数逐年增加，并由山水观光游单一
模式逐渐变为山水观光、湿地科普、乡村体验、户
外康体于一体的综合性湿地生态旅游模式。

在湿地公园试点建设过程中，社区积极参
与，在湿地恢复、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等方
面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增加社
区居民就业机会，带动社区经济发展。截至
2016 年底，周边社区居民参与湿地的保护、建
设及生态旅游等过程，直接获得收益 1138 . 45
万元。

随着湿地公园的建设，游客数量逐年增
加，有效带动了周边社区民俗、农家乐、特
色餐饮等生态旅游服务行业的发展。据不完
全统计，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期间，湿地
公园外围增加了民宿、农家乐等约 10 家，
并打造了旧村板鸭、会仙克氏原螯虾、七星
柴火米饭、会仙莲藕、白果老鸭汤等一系列
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饮品牌，为游客提供完善
的旅游配套服务的同时，也给社区创造了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

随着湿地公园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带动了
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
2015-2016 年，临桂区政府、会仙镇政府将
湿地公园核心区域的睦洞村委七星、三义、后
门头、铁匠等村列入 2016 年全区风貌改造范
围，累计投入约 1000 万元，进行村庄立面改
造工程，对会仙镇睦洞村委睦洞街及周边村庄
140 多幢民居进行立面改造。临桂区政府投资
2000 万元，在湿地公园管理区附近的毛家村
进行新农村示范工程建设。会仙湿地公园管理
局建设了七星码头改造项目，改造内容包括七
星码头、河道清理、码头门楼及周边建筑立面
改造。通过这些工程的实施，极大改善了周边
社区、村庄与湿地公园的协调性和融合性，也
提升了湿地公园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改善了
湿地公园周边配套服务设施。累计投入
366 . 43 万元，开展湿地公园周边管护道路新
建及改造工程，新修（部分路段改造）狮子
岩—龙山对面—新桥管护公路 2 公里，极大
改善了沿途居民的出行条件。针对湿地公园周
边的贫困户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2015 —
2016 年，会仙湿地公园管理局共帮扶了 13 户
贫困户。

湿地公园建设中，探索形成了以“社区参
与、统一管理”为核心的湿地保护修复策略和
机制，具有很强的借鉴和示范意义。在试点建
设过程中，湿地公园积极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岩
溶地质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理工大学、临
桂区环保局等科研院校和监测机构进行合作，
初步形成了“湿地公园推动科学研究，科研成
果反馈指导湿地保护”的协同发展机制，为其
他湿地公园的建设发展提供借鉴。农旅融合方
面，通过成立旅游公司，积极引导周边社区参
与，将传统单一的耕作利用模式转变为“生态
农业+生态旅游”的多元化湿地合理利用模
式，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在各级领导及会仙湿地公园管理局多年
努力下，以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的试点建
设为依托，已初步形成了以湿地公园为核心的
‘乡村湿地’发展新模式，走出了会仙喀斯特
国家湿地公园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会仙湿
地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邓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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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栈道 人工浮岛长期净化水质

湿地公园一角

“保护漓江母亲河·共创全国文明城”

桂林银行举办“保护母亲河——— 漓江”环保基金捐赠活动

▲桂林银行向桂林市青少年“保护母亲河——— 漓江”环保基金捐款 45 万元。

环保
志愿者和桂
林银行客户
开展公益健
走活动，从
草坪绿道徒
步至冠岩景
区，沿途感
受母亲河的
美丽。

▲活动当天是 5 月 20 日，活动组委会在徒步折
返点为大家准备了“5·20”惊喜小礼物，给每位女
士送上一支玫瑰。

桂林银行
董事长王能参与
鱼苗放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