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好风景 荒地变公园

■ 本报通讯员 张阳 洪曙光

在宿松县东北新城，新揭面纱的龙湖公园成了当地人的“网
红”打卡地。冬日暖阳，蓝蓝的天空、清澈的湖水相互映衬，形成一
幅美丽的风景画：湖面波光粼粼，滩涂上水生植物在阳光下泛出
异彩，鸟儿成群结队飞舞觅食，场景分外美丽。

龙湖公园位于宿松县东北新城核心位置，水域面积约 55000
平方米。 按照海绵城市理念建设，当地以“三维生态湿地系统”为
核心，打造过滤生态系统、草溪湿地等，种植银杏、黄连木、乌桕等
60 多种本土乔木、灌木及水生植物。 公园里，红色的游园步道蜿
蜒，古色古香的小桥、亭台点缀其间。

随着公园前不久建成开放，水清岸绿的公园，成了老百姓的
好去处。

“这里原来是一条老渠道，周边都是荒地，现在建成了这么美
丽的公园。变化太大，我们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谈起环境变化，居
民罗高保老人脸上洋溢着笑容。 他感慨，这些年路宽了，绿地多
了，生态环境好了，茶余饭后休闲锻炼很方便，生活很舒适。

建设生态绿地、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生态空间，是当地城市发
展规划的一个出发点。 东北新城管委会规划建设科科长孙唐明
说， 打造城市公园、带状绿地、街头绿地、社区绿地及滨河绿地
等，东北新城规划城市公共绿地面积 35.76 公顷，占核心区总用
地的 15.99%。

包括龙湖公园在内，近年来，一批生态项目建成，助力提升生
态“颜值”。

“近年来生态建设不断提质升档，老百姓一出家门就能享受
到品质型的公园、绿地景观，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 ”东北新城管
委会副主任朱西金表示，将积极践行“两山”理念，努力建设绿色
城区。

环境治理 扮靓乡村

■ 本报通讯员 舒曙光 本报记者 夏胜为

“现在村里环境美了，路两边树木多了，环境更清洁了，家门
口还建了小花园，散步遛弯多了好去处。 ”近日，谈起村里的环境
变化，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谢岗村村民谢忠有高兴地说。

农村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村民幸福感、获得感。随着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开展，许多村落变靓了。谢岗村通过环境整治，
生态更美了。

如何让环境更美？ 当地通过发动群众、党员带头、整体推进、
稳步提升等系列举措， 逐步形成党建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
式，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四个到位”。

“‘四个到位’是整治氛围营造到位、党员作用发挥到位、环境
整脏治乱到位、绿化美化到位。 ”谢岗村党委书记代兵说。

环境整治，党员带头。当地形成村两委包联村民组、村民组长
划定责任区、党员联系住户的三级管理格局；以党员活动日为抓
手，以“学雷锋”月、爱国卫生运动等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
动，组织党员到责任区域集中清理村道、河道沟渠等，并引导群众
进一步认识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动员村民做好房前屋后的垃圾清
理，让环境更清洁。

王小河穿村而过，但过去每到夏天浮萍滋生、异味扰民。村里
去年利用机械对河道浮萍进行打捞，并组织人员对河道内及周边
杂草、杂物进行清理，整治河道岸线，保护河道水质。 作为村级河
长，代兵的一项重点任务是巡河，建好“一河一册”档案，完善巡查
记录，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处理。

“经过整治，水清了，周边环境也大为改观。”村民代后贵为环
境变化点赞。

整脏治乱到位，绿化美化到位。 一年多来，当地推动村庄道
路两旁绿化，根据植物生长规律，搭配种植单杆红叶石楠、黄山
栾树、红枫、草花，并落实管护，确保苗木成活率，实现四季常绿。

代兵说，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大宣传和整治力度 ，引导村
民把爱护环境内化为自觉行为，共同做好环境保护 ，扮靓美丽
乡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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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长江“ ”精微
笑 灵

法规“护航” 推动江豚生存条件改善

冬日清晨，寒风凛冽。 近日，安庆港 2
号码头，随着轰隆隆的发动机响，安庆江
豚协助巡护队 3 名队员驾驶着巡护艇，开
始了一上午 4 个小时的巡护，范围覆盖长
江安庆城区段 70 多公里江段及其主要支
流。 排查环境污染、非法捕捞及劝离垂钓
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船行半个钟头， 至长江一级支流皖
河，颇有经验的巡护队员张贤敏用棍子拨

开沿岸的水草， 仔细检查有无投放地笼、
丝网等非法渔具的迹象。 “从近期巡护的
情况看， 现在非法捕捞的现象很少了，江
豚生存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张贤敏说，
即使是冬季，江豚出没频次比较少，在皖
河和长江交汇口处，近期时不时也能见到
几只“小家伙”欢腾地露出水面。

张贤敏称呼的“小家伙”，可不简单。
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淡水江豚，被称

为“水中大熊猫”。 大大的脑袋、小小的眼
睛、微微上翘的嘴角、活泼可爱的性情，长
江江豚被誉为长江“微笑精灵”。 然而，受
渔业活动、航运、水污染等影响，其数量种
群呈极度濒危状态。

建设生态文明离不开法治。 为了保
护濒危的长江江豚 ，维护长江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平衡 ，我省出台全国首部长江
江豚保护条例 。 《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

条例》前不久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查批准 ，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长江江豚资源是人类宝贵的自然
资源，长江安庆段是长江江豚主要栖息
地之一，这对安庆而言是生态优势也是
责任担当 。 ”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程学东表示 ，条例结合安庆实际和长江
江豚生存现状 ，以长江江豚物种保护为
抓手，旨在通过对栖息在长江安庆段水
域、处于长江水生野生动物食物链顶端
的长江江豚的保护 ，实现长江安庆段水
域生态全面修复 ，长江江豚生存条件全
面改善。

划定“红线” 系统应对三类突出问题

食物缺乏 、意外伤害 、水体污染是
危害长江江豚生存的三类突出问题 ，条
例设计相关条款予以应对 ，作出多条禁
止性规定。

根据条例 ，为保护长江江豚食物来
源 ， 长江安庆段长江江豚就地保护 ，实
施冬季索饵场保护与修复 ；禁止在长江
安庆干流和其他重点水域从事生产性
捕捞水产品作业；禁止使用电鱼 、毒鱼 、
炸鱼等方法破坏长江江豚资源及其生
存环境的行为。

为预防意外伤害 、水体污染破坏长
江江豚生存条件 ，条例对长江江豚主要

栖息地限制开发建设 、船舶航行等作出
规定。 条例明确，在长江江豚索饵水域、
抚育洲头和边滩水域 、长江安庆段没有
通航的支汊水域 ，除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和有关法律法规
许可的项目以及防洪 、救灾 、河道 、航道
治理等公共事务需要以外 ，禁止在长江
安庆段长江江豚主要栖息地开发建设
与生态修复无关的项目。

条例规定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破
坏长江江豚生息繁衍的水域 、场所和生
存条件 。 在长江安庆段内活动 ，应当遵
守相关规定。 具体有：除执行紧急公务、

军事运输 、应急救助等任务外 ，上行船
舶通过长江安庆段长江江豚主要栖息
地时 ，不得进入航道以外水域 ，无法避
让的船舶应当按照有关部门航行通告
的规定航行 ，保障长江江豚有一定的自
由活动空间 ；设置排污口 ，应当经依法
批准后方可实施；进行水下爆破 、勘探 、
施工作业等活动 ，作业单位应当事先同
市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协商 ，采取有效
措施 ， 防止对长江江豚资源的损害 ；依
法进行的建设活动应当合理安排施工
时间，避开长江江豚繁育期。

长江江豚保护需要放眼长远 、凝聚

合力。 条例规定 ，市和临江的县 （市 ）区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长江江豚及其栖息
地的保护管理 ，制定长江江豚资源保护
规划 ，并纳入本市 、县 （市 ）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联席会议工作机制 ，制定年度长江江豚
保护管理检查计划 ，组织渔业 、生态环
境 、林业 、水利 、公安 、交通运输等部门
和长江江豚科研 、保护组织等相关单位
定期会商 ，实行联防联控 ，推进长江江
豚保护。 市和临江的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将长江江豚保护管理经费列入同
级财政预算。

保护不力，跟进问责。 条例明确，对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从事长江江
豚保护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 、 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保护“加码” 促进长江江豚种群复壮

“此次条例出台，是对长江大保护理
念的生动阐释，是地方开展濒危动物保护
工作的一次有益探索，安庆市长江江豚保
护迈入‘有章可循’的新阶段。 ”安庆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于道平长期致力
长江江豚研究和保护，在他看来，条例创
新之处在于充分借鉴了目前已有的相关
立法， 结合长江江豚这一动物的生活习
性，提出了“主要栖息地”的概念。

于道平表示，条例依据科研调查成果
对长江江豚栖息的主要场所划定了具体
范围，并对主要栖息地列明了保护与修复
措施，明令禁止在主要栖息地范围内开发

建设与生态修复无关的项目。这些明确禁
止性条款，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公众
等在长江安庆段从事各类活动提供了可
操作的指引。 “主要栖息地保护修复 ‘升
级’，江豚生存环境提升前景可期。 ”于道
平对条例作用发挥充满期待。

“条例明确了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相关
水域环境监测评估、 生态修复等职责，也
为我们执法提供了依据。 ”安庆市生态环
境局总工程师陈延闰告诉记者，水域生态
环境好坏，直接影响包括长江江豚在内的
各种水生生物的生存状态。 历经 2 年整
治，安庆市江豚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

整改基本完成，“一泊一策 ”“一口一策 ”
“一船一策” 整治成效明显。 长江安庆段
121 个码头泊位已关闭 68 个， 整治提升
53 个；18 个入江排污口， 已关闭 7 个，其
余 11 个全部整治达标。 随着长江生态环
境改善，长江安庆段江豚数量有所提升。

“长江安徽段系长江下游起端，上有
通江湖泊群，下端受潮汐影响，生境相对
较好， 江豚种群数量约占长江干流的一
半。 13 个自然河段中，至少有 11 处全年
能看到 5 头以上。”于道平表示，我省已建
的铜陵、安庆两个保护区虽覆盖了 7 个重
要栖息地，但仍有 4 个重要栖息地需要强

化管理， 因此需要整体保护行动计划，建
议沿江城市共同把江豚保护打造成生态
保护标杆，促进长江江豚种群复壮。

题图①：望东长江大桥北岸。 （资料
图片） 本报通讯员 吴志贵 摄

题图②③④：江豚游弋画面。（安庆市
农业农村局供图）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洪放

“组合拳”治污 河湖现清波

■ 本报通讯员 范明 本报记者 孙海涛

一河碧水畅流，如同环绕在城市间的一条绿飘带。在天长市，曾
经黑臭的南城河，如今已成为皖东地区有名的滨河公园，蝶变为美
丽的风光带，成了市民们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南城河是天长市的内城河。曾经，南城河两岸的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随处可见，沿河 10 多个居民小区的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导
致河水变黑、发臭，成为当地的环境污染源。“臭味刺鼻，附近的居
民不敢开窗户。 ”市民刘正凡老人说。

南城河西起天长市川桥河水库，与川桥河相连，东至白塔河排
涝总站，全长 5.38公里。 近年来，天长市政府组织水利、住建、规划、
国土、环保、重点工程处等相关单位召开 10 多次项目论证会，并邀
请治水专家共同“把脉问诊”。 在民生工程项目资金支持下，当地实
施南城河、红草湖及周边水环境的综合整治工程。

天长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黑臭水体的形成机理，结
合消灭劣 V 类水专项整治行动，该市通过控源截污、内河治理、
生态修复、活水循环等“组合拳”措施，推进系统整治工作，取得明
显治理效果。

新建成的滨河公园里，观景木平台、景观塔台、戏水台阶、木
栅栏、河心亭等 100 多处小景点连成一体，吸引广大市民前来游
玩、休闲。

一系列整治项目的实施，让南城河水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展现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风景美丽”的水生态环境。

随着河长制深入推进， 天长市治水工作逐步从 “大动脉”向
“毛细血管”进一步延伸。该市先后搬迁取缔位于南城河上游川桥
河两岸的养殖场，将二凤电灌总站以及老肉联厂浔河、土城河、红
星渠河道淤泥予以移除。目前，正在实施河道水系沿线 10 多个小
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记者采访中获悉，天长市开展“清河行动”等 10 多项整治行
动，进一步完善城市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综合解决城市内涝和
黑臭水体治理，逐步实现雨污分流、污水不直排、水体不黑臭。 去
年，天长市排查出的 53 个河湖库突出问题，目前已整治完成 51
个，整治完成率达 96.22%，河湖库水质持续向好，全市水生态环
境显著改善。

“十三五”以来，我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空间管控边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更加优化———

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十三五”期间，我省以规划为引领，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更加优化。 记者从省自然资
源厅获悉，我省按照“两减两增三下降”的规
划管理思路，即“新增建设用地减速、农村建
设用地减少 ，农业 、生态用地增加 ，人均城

乡、人均城镇工矿和人均农村建设用地规模
下降”，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完成《安徽省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5-2020 年）》确定的
主要目标任务。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的机遇， 整体谋划新时代省级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构建科学高效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郜红建透露，我省印发了《全省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工作方案》，成立了省国土空间规划
委员会。

据悉，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的基础上，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
镇等功能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强
化底线约束， 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 省、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将陆续出台。 我省
还将积极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为乡村振
兴提供规划支撑。

郜红建表示， 将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做好全省国土空间规划设计，发挥国土空间
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根据自
然资源部安排，建立健全“多规合一”的规划
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
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
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

··绿色聚焦··

自然界里的“精灵”是如何越冬的？
请识别二维码阅读

·绿色看台·

作为全国
首部保护长江江
豚的地方性法规 ，《安
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 》
1 月 1 日起施行 ， 推动
长江江豚生存条件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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