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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厚植最美生态底色

“这两年 ，看到江豚出现都不是
什么新鲜事儿了。 说到底还是长江生
态环境好了。 ”隆冬时节，随艇在长江
安庆段开展日常巡护的安庆江豚协
助巡护队队员张贤敏不由地感慨，虽
然自小就围着江“打转”，但三年前从
渔民转产上岸变身 “护豚员 ”“护渔
员”， 自己也见证了长江生态的一点
点改善，水清了、岸绿了 、景美了 ，江
豚也回来了。

江豚是“水中大熊猫”，因其对环
境非常敏感 ， 故以江豚为代表的野
生动物常被看作是反映长江生态的
“晴雨表”。 近年来，安庆市通过实施
江豚保护区系统修复 1 号工程 ，相
继完成 “一泊一策 ”“一口一策 ”“一

船一策” 整治 ，2020 年 65 个违规码
头泊位全部退出 ， 集中规划建设皖
河农场 、五里庙 、长风港 、沙漠洲四
个作业区 ，退出岸线 37 公里 ，规划
年吞吐量增加 2000 万吨 ；18 个入江
排污口全部整治达标或关闭 ； 提前
一年半完成长江干流 492 艘渔船拆
解任务 ，实现全江段常年禁捕 ；长江
岸线“建新绿”7980 亩。目前，该市按
照 “全国一流 ”目标 ，正在申报省级
江豚自然保护区。

去年，安庆市突出就地保护优先、

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制定 《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并
通过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查批准， 已于今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该条例为全国首部保护长江江
豚的地方性法规。 《条例》不仅规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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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针对食物缺乏、意外伤害、水体污染
等危害长江江豚生存的三类突出问

题，设计相关条款予以应对，提出实施
长江江豚索饵场、 繁育场的保护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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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
施，保护长江江豚食物来源。

通过综合施治，目前安庆市沿江
1 公里范围内不符合安全环保要求的
化工企业全部退出或搬迁入园，全市
禁养区内 546 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全
部关闭或搬迁，拆除取缔沿江湖泊围
拦网养殖面积 99 万亩。

此外，在有关长江生态的相关问题
整治的过程中，该市还注重长江岸线容
貌的提升，改造了安庆港 1号、11号、凤
凰码头拆除后的货场，提升为外滩主题
广场，成为周边市民亲江亲水场所。

冬日的安庆石塘湖，在朝阳映照
下的湖光山色，湖水清澈见底、风吹
草动，湖面波光粼粼、百鸟竞逐，沿岸
绿树成荫、百花齐放，水天一色的自
然美景与安庆新城天际线浑然一体，
美不胜收。 这里也是安庆市备用水源
地，总面积约 2.15 平方公里。

然而，地处安庆市外环北路以南
的石塘湖，几年前却面临着湖内围网
林立，湖边围埂养殖近 8000 亩，城区
生活污水通过谷桥河、大寨河两条黑
臭水体汇集入湖，湖底“沙漠化”严重
等一系列问题， 水质长期处于 IV~V
类，甚至达到劣Ⅴ类，严重影响了周
边居民生活质量。

为了彻底改善石塘湖水环境，安
庆市以备用水源地建设为契机， 打响
了石塘湖水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一
干就是四年。 该市突出“科学治污、精
准治污”，聘请生态环境部华南科学研
究所牵头的专业团队， 为精准治污提
供科学决策咨询。在具体整治过程中，
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先治标、后
治本” 的总体思路， 综合实施雨污分
流、截污纳管、岸线修复、生态护坡、生
态清淤、 生态活水等从岸上到水里的
一系列工程措施，对大寨河、谷桥河等
10 条城区黑臭水体进行整治，治理石
塘湖外源污染。 同时清理水产养殖和
淤积底泥，控制内源污染。内外兼修的
系统工程下， 不仅彻底改善了入湖水

质及水体环境，增强了防洪排涝能力，
还通过构建湿地生态系统， 有效保护
了生物栖息地环境。

安庆境内湖塘棋布，沟河交叉，水
网发达，水环境治理点多面广。 为此，
该市将水环境综合整治作为指挥调度
重点，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
调度“总指挥”、纪检监察部门跟踪督
办。 同时，通过全面落实“河湖长+检
察长”协作机制、“河长制+警长”工作
机制，强化监督、联合督办、联防联控，
形成联动联勤工作机制， 提升安庆河
湖保护多元共治水平。

安庆市还率先以市为整体、以县
为单元， 完成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
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采砂规划的 3
条“红线”，提升规划约束力。 针对河
湖历史圈占圩堤内基本农田多的实
际，疏堵结合、分类施策。 该市通过
实施 “一湖九河 ”连通工程 ，不仅形
成了东西近 20 公里的连通水系 ，实
现了城区水系的内外循环， 还打造
滨岸景观带， 重现水清岸绿景美的
生态景观。

一城活水一城绿。 城市水系贯
通、治理日臻完善的同时，该市林业
生态发展成效同样瞩目。 近四年来全
市完成人工造林 46.97 万亩， 占全省
的五分之一以上，其中长江岸线复绿
补绿 1.2 万亩， 改造芭茅山 26 万亩，
超过前十年总和。

位于安庆市经开区的爱信 (安
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刚刚建成
投产一个多月，是一家为世界一流汽
车厂商供应自动变速箱壳体的生产
企业。 在其生产车间，偌大的熔炼设
备下搭载了先进的地下粉尘收集系
统，生产过程实现了无尘化排放。“除
了无尘化排放， 相较于传统生产方
式，目前我们引进的高度自动化生产
设备，在生产过程中还大大减少了废
水废渣的产生。 ”企业安全环境科科
长方波介绍。

为牢牢坚守生态红线，筑起绿色
“屏障”， 安庆市严把环境准入关，严
格落实“1515”方案，扎实开展“禁新
建、减存量、关污源、进园区、纳统管、
建新绿、优产业、强机制”八大行动，
推进沿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
优化。 城区重点发展汽车及零部件、
化工新材料两大龙头产业，市区沿江
1 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全部“退城进
园”，曙光化工异地建厂，搬迁到高新
区，在污染防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
时，企业产值由 6 亿元/年提升到 30
亿元/年， 实现了经济和环境效益双
赢； 安庆石化百亿技改项目开工建
设，“8828” 石化新管廊带建成运营。
各县（市）立足实际实施首位产业“十
个一”工程，首位产业产值占全市工

业产值比重达 50%。 全市禁养区内
546 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全部关闭
或搬迁，12 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全
部建成投用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通过退城进园、技术革新、工艺
优化、产品升级等综合手段，一批污
染大、能耗高的企业脱胎换骨，产品
品质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一手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一手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安庆市不断
延伸绿色产业链， 该市孕育数字经
济 ，大力支持数字基建，建成 5G 基
站 2166 个， 安庆云谷加快建设，5G
创新应用实验室和 “安庆工业大脑”
投入运行；积极鼓励智能工厂、智慧
城市、数字政府等场景应用，实施工
业企业信息化智能化改造项目 50
个，华茂新型纺纱智能化改造项目荣
获第六届“中国工业大奖”；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加快谋篇布局。此外，
随着新能源汽车、 高端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
群集聚发展，该市新兴产业发展去年
也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全市新增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78 家、 高新技
术企业 147 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
企业 27 家、上市公司 2 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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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向东，沧桑巨变。近年来，安庆市委、市政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修复长
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在生态治理与修复的路途中，坚持
“断腕”与“布新”并重，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 一项项举措的推动，带来的是生态变优、环境变美、产业变强……

铁腕治理 长江水清““豚””先知

生态修复 一城活水一城绿
绿色引擎 激活发展新动能

安庆秦潭湖湿地公园。

石塘湖入湖口航拍图。

环保开放日。

美丽新河。

安庆铁路桥。。城市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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