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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创新

守护碧水东流

1 月 18 日，歙县街口镇，新安江上
波光粼粼，一水揉蓝，碧波荡漾。 百转
千回、含韵千年的新安江水，正是从街
口奔腾而出，自皖入浙，情牵两省。 如
今， 作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第
一个探索地，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已
完成三轮试点， 新安江是全国水质最
好的河流之一， 新安江上游流域水质
总体为优， 每年注入千岛湖优质水量
近 70 亿立方米，流域两岸已成为美不
胜收的山水画廊。

歙县境内， 新安江干流全长 76.75
公里，大小支流 64 条，沿江乡镇 9 个。
自 2012 年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以来，
歙县按照“保护第一、科学规划、综合整
治、加快治理、永续利用、富裕百姓”的
总体要求， 累计投入试点资金 7.51 亿
元， 实施分类细化试点项目 201 个，新
安江街口出境断面水质连续 9 年达到
补偿标准。

试点启动后，歙县设立新安江流域
生态建设保护局，具体负责试点工作调
度和试点项目资金管理。围绕新安江综
合治理，当地先后推进实施“十个全覆
盖、十个强力推进”、污水治理“五大工
程”、新安江保护“十大工程”，通过排污
权管理、城镇污水治理、农村环境整治、
全民参与等，提升生态“颜值”。

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
按照 “谁超标 、谁赔付 ，谁保护 、谁受
益 ”的原则 ，歙县对 28 个乡镇建立地
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考核机制， 考核结
果与乡镇绩效挂钩， 进一步强化基层
生态文明建设责任。 该县还相继出台
《船舶污染水域事故应急预案 》《推进
“生态美 ” 超市进农村全覆盖工作计
划》《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可养区划
定工作方案》《河长制有奖投诉举报制
度 （试行 ）》等 60 余项配套制度 ，构建
起全面、深入、立体的新安江生态保护
制度体系。

系统治理

源头管控污染

1 月 18 日， 歙县环卫基地餐厨垃
圾资源化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忙碌着将
城区集中装运而来的餐厨垃圾进行统

一分选、处置。 前不久新建成的处理中
心，采用好氧发酵处理工艺，将可利用
的餐厨垃圾制成有机肥， 实现变废为
宝，日处理量可达 15 吨。

徽州古城、新安江山水画廊、棠樾
牌坊群……千年古城歙县是许多人的
旅游目的地。 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歙
县城区餐饮业壮大，餐厨垃圾的产生量
也随之增长。 餐厨垃圾处置不好，如倒
入雨水管网等，将给水环境质量带来隐
患。当地在往年推动城区餐饮业餐厨垃
圾处理全覆盖的基础上，通过建设垃圾
资源化处理中心， 推动垃圾无害化、减
量化、资源化处置。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是当地保护
新安江的举措之一。 系统治理，从污染
源头多方发力。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实
施以来， 当地原分布在新安江边的 33
户化工等企业按照“搬迁、集聚、升级、
循环”要求逐步“关停并转”。歙县城西，
县里先后投入 30 多亿元建设经济开发
区城西园区，38 家化工企业搬迁入园。
为走绿色发展路， 园区投入 6700 万元
建成园区污水处理厂、 集中脱盐公司，
全面实施“三个集中”———集中治污、集
中供热、集中脱盐。 从企业到园区到市
政污水厂，污水实现“三级处理”，统一
收集、集中处理、达标排放。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歙县设立农药
集中配送网点 174 家，实现乡镇农药集
中配送覆盖率 100%， 农药包装废弃物
基本实现全回收；持续开展“化肥使用
量零增长、 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建设、
果茶菊有机肥替代化肥” 三大行动，在
沿江乡镇累计建成果、菜、茶有机肥替
代化肥示范基地 21 处， 总面积达 8600
亩； 在全县范围内划定畜禽养殖可养
区、 限养区及禁养区，2017 年以来累计
投入试点资金 6016 万元， 先后关停搬
迁养殖场 269 家；为防止近水耕种带来
的化肥农药污染，歙县还实施 108 米水
位线下土地退耕还湿还林， 完成 3101
亩耕地退耕。

水污染不仅来源于岸上， 网箱养
鱼、 船舶污水排放等直接影响水环境。
歙县从 2011 年起实施网箱退养，历时 3
年共退养网箱 5223 只。2020 年，新安江
干流及练江、昌源河、街源河、布射河水
域也实行全年禁捕 ，1564 户渔民退捕
上岸。 治理船舶污染，当地推动船舶污
水上岸，投入试点资金 645 万元，完成
船舶污水上岸设施建设， 改造船舶 29
艘，拆解退出市场 37 艘，推动新安江歙
县段船舶污水“零排放”。

保护修复

生态“颜值”更高

“新安江的水，已经变成我儿时那
个模样了。 ”52 岁的歙县深渡镇大茂社
区党总支书记姚顺武说， 经过这么多
年整治 ，水变清了 ，环境更美了 ，游客
也多了。 不少居民开起农家乐，日子越
过越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美，
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新安江畔的一个个
村庄，在环境综合治理后更美了。

垃圾、污水问题是农村环境污染的
两大“顽疾”。破解问题，歙县建立了“组
收集 、村集中 、乡镇处置 ”村庄保洁体
系。 着眼于新安江干流水域保洁，歙县
建立了雄村、深渡、小川、街口四支打捞
队，购置配备 7 艘机动打捞船开展常态
化保洁。 如今，乡村保洁由专门公司统
一实施，实现体制市场化、运行智能化、
管理专业化、操作制度化。

生态美超市是黄山市推进生态补
偿试点的一大创举。 生态美超市通过
“以垃圾换物品” 的模式， 让村民得实
惠、转观念、促行动。 至今，歙县共投入
试点资金 265.5 万元，在全县建立起 98
家生态美超市和 52 家巡回兑换点，覆
盖全县 28 个乡镇。 随着生态美超市智
慧平台建成，更高效、便捷的超市运营
逐步实现。

治理农村污水， 歙县先后新建了
80 余座污水处理设施， 用于解决生活
污水无序排放问题。 2017 年以来，全县

共完成改厕 1.5 万余户，村民们告别了
“晴天臭烘烘、雨天粪水流”的旱厕，建
起三格式化粪池，用上了洁净厕屋。

污染治理，不仅是攻坚战，还是持
久战。歙县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制，选
优配齐河长 369 名，并聘请了 30 名“民
间河长”， 实现全县水域管控全覆盖；选
优配齐 537 名林长、479 名专职护林员，
确保一山一坡、一园一林、一区一域都有
专员专管、责任到人。在村级护林员基础
上，该县整合、充实村级巡河员、护林员
为生态巡护员，实现“护林”与“巡河”职
能合并，落实增绿添彩、森林抚育等相
关政策，探索推行“河长+检察长+警长+
生态巡护员”模式，夯实生态根基。

“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 ”得益
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及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新安江百里大画廊
成为游客眼里的 “明珠”，“皖浙 1 号风
景道” 被誉为中国东部自驾游胜地，研
学、户外运动、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吸
引大批游客。

九年实践探索，九年共同坚守，新安
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让上下游地区
在经济、文化、交通、旅游等领域交流更加
紧密， 并逐渐从生态补偿扩展到产业、人
才、资金等领域多元互通。当前，我省正把
新一轮改革试点完善升级为新安江—千
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建设，努力把新安江
流域打造成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新样板、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典范。

题图：鸟瞰新安江山水画廊。 (资
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张艳 摄

“高分”科技助力生态保护

南漪湖是宣城境内的天然湖泊，
是皖南大地上的璀璨“明珠”。 为保护
水生态环境， 当地构建南漪湖地区水
环境空天地一体化监管平台， 整合和
统筹南漪湖流域的卫星遥感数据、物
联网监测数据、生态环境基础数据、无
人机航拍数据等， 实现南漪湖水环境
的空天地一体化在线监管。

“我们发挥在高分遥感技术、地理
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通过‘高分辨
率对地观测+生态环境’，补齐南漪湖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智能监控的短板，
助力生态环境部门科学决策。”省地矿
局宣城高分中心有关人士表示。 近年
来， 省地矿局依托局属分驻各地市地
勘单位， 充分发挥专业技术和人才设
备优势，成立分布 14 个地市的高分辨
率对地观测系统应用中心和广德、宁
国、南陵等 3 个县级中心，建立起覆盖
全省的高分中心应用服务体系。 各市
级高分中心强化公益属性， 发挥专业
技术优势，全面服务于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防灾减灾、林业、农业、住建、水
务、数据资源等部门，在应急救援、林
业病虫害、秸秆禁烧、矿山地质环境、
黑臭水体监测、 行政执法等领域发挥
专业作用。

支撑自然资源管理， 相关市高分
中心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助力矿
产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开展数字化与
智能化矿山建设， 实现矿山三维可视
化； 开展河湖流域自然资源长时序动
态遥感监测等。

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市高分
中心开展信息监管平台建设，对长江
干流 15 公里范围内人类活动提供分
级监测数据；制定秸秆禁烧遥感技术
监测方案；开展城市黑臭水体监测和
河流水域水环境监测；助力农村集中
式供水工程水源保护区调整划分勘
界等。

参与防灾减灾， 利用高分卫星数
据， 开展汛期水位实时监测和数据分
析，助力抗洪抢险、科学救灾；开展县
区地质灾害普查设计、 地灾网格化预
警平台建设和城市安全评估； 建设城
区地下管网三维应用管理信息系统及
安全监测系统平台等， 服务地灾防治
和城市地下安全。

此外，“高分+” 还广泛应用到农
业、林业、水利等领域，如酥梨地质背
景调查评价、县乡蓝莓种植面积统计、
河流划界测绘等， 全面支撑地方政府
科学决策、精准管理。

黄山脚下的千年古城歙县，，在实施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中
创新机制、、系统发力——————

一江清流奔钱塘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公布 2020 年
全省 16 个地级市地表水质量排名，黄
山、池州、铜陵排名前三位。 铜陵地表
水质量同比改善幅度全省第一 ，为
12.27%。

排名采用水质指数大小来确定，
指数越小表明地表水质量越好。参与
水质指数计算的有 pH、溶解氧、高锰
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氨氮等 21 项
指标。

排名表通过水质指数变化率反
映各市与上年同时段相比地表水质
量下降 、持平 、改善情况 ，大于 0 代
表下降 ，等于 0 代表持平 ，小于 0 代
表改善。 统计显示，除马鞍山市水质
指数变化率为 0.76%外 ， 其余各市
水质指数变化率均小于 0， 与上年
同时段相比地表水质量改善。 铜陵、
池州 、 蚌埠地表水质量同比改善幅
度居全省前三。

去年 16市地表水质量排名公布
黄山池州铜陵位列前三

近日，《亳州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计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机动车
排放检验机构计分管理新模式全面启
动， 旨在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
工作， 严厉打击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
行为，破解行业监管难等问题。

《计分办法 》 精准设定考核内
容， 明确 5 大类考核指标 ， 细化 28
项考核内容、49 项考核项目，进一步
提升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考核工作
的精细化 、精准化 、科学化水平 。 同
时 ，设立 10 项否决项 ，对存在否决
项的单位及责任人员 ，除了按 《计分
办法 》进行处理外 ，生态环境部门将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 对涉
嫌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进行处理 ，
情节严重的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取消
其检验资格。

灵活设定考核方式， 亳州市相关
部门每 6 个月对全市行政区域内 17
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开展一轮考
核，每年开展 2 轮。 考核过程中，多采
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随机抽查和
暗访督查，并突出工作指导，帮助检验
机构找准工作方向， 让考核成为推进
工作的一把“利器”。

机动车排放检验工作考核设定百
分制，6 个月为一个评分周期，无否决
项且考核分不小于 95 分、85—95 分、
75—85 分分别评定为 A 级 、B 级 、C
级，无否决项且考核分低于 75 分或存
在否决项的评定为不合格。 亳州市生
态环境局根据严重程度最长可暂停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上传数据 30 天，并
下发书面整改意见， 督促检验机构整
改到位。

机动车排放检验关系大气环境治理，
亳州市采取计分管理新规———

新模式规范机动车尾气检测

荩 近日，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安居苑农贸市场，社区志愿者向市民宣传限塑
政策，倡导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增强环保意识，养成绿色消费习惯。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荨 1 月 15 日，在合肥市瑶海区胜
利路街道红旗社区， 环保宣传员在
为孩子们讲解减少塑料污染和垃圾

分类等环保知识。
本报通讯员 解琛 摄

我是“减塑”行动派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夏胜为

本报通讯员 吴炯 杨林科 许卫

歙县深渡镇风光。 (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吴建平 摄

1月 15日，六安市老淠河湿地水面上，两只赤麻鸭在漫游。经过持续治
理和保护，老淠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成为野生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

本报通讯员 郑金强 摄

生态湿地 鸟类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