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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绿添色 绘就城区美丽画卷

花山烂漫、玫瑰花廊、七彩花坡、金香
盈岸、杉林澜桥，林间书屋点缀其间……
光听名字足以令人神往，居民不用长途跋
涉， 在家门口就能领略山水间的旖旎风
光。 在大蜀山山麓北侧，这座占地面积近
3000 亩的四季花海公园，已成为全市最大
的城市公园，每逢周末，公园里游人如织，
四季皆景各不同，游人流连忘返。

“十三五 ”以来 ，蜀山区突出山水特
色，把绿色融入城区总体发展战略，加快
绿色生态城区建设， 精心构筑以公园、花
境为节点、 以道路景观绿化带为主线、以
生态休闲风光带为片区的点线片相结合
的城市绿色生态格局。

“除此之外 ，还在主要道路节点 （岛
头）、道路附属绿地、城市出入口附近组织
开展花境建设 ，见缝插绿 、增绿补绿 ，进
一步打造街头景观效果 ， 提升城市品
位。 ”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蜀山区率先
在合肥市启动垂直绿化项目， 把目光投
向蕴藏着巨大绿化空间的城市建筑物垂
直面上 ，拓展城区绿化新空间 ，形成 “推
窗见绿、开门见花”的靓丽风景线。 森林
环绕， 绿美相融。 蜀山大地处处绿意绵
延，形成了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诗意栖
居格局。 2020 年， 全区完成新造林 1100
亩， 森林抚育 2000 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34.91%，较“十二五”期末增加 4.14%，各项
指标均位居全市前列。

蜀山区发挥苦干实干精神，创新绿化
美化新形式， 激发人民添绿爱绿护绿意
识，将义务植树与城乡园林绿化、道路绿
化、庭院绿化、村庄绿化建设结合起来，建
成“双拥林”“巾帼林”“共青林”等主题林。

如今，漫步蜀山街头，一路繁花锦绣，
扮靓了城市，也让市民尽享“绿色福利”。
截至目前，蜀山区共完成绿化面积 670 万
平方米，花境 74 处 15100 平方米，真正实
现抬头见绿，出门即景。

治水护水 一池清水践行使命

合肥因水而兴，因湖而名，更因湖而美。
一泓泓碧水、一道道清流，是生命之

源，也是生态之源。 董铺水库作为合肥人
的“大水缸”，水质保护直接关系到数百万
市民能否喝上安全洁净的饮用水。 几十年
来，蜀山区担负起“让市民喝上干净水”的
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改革中前行，在
创新中摸索。

为了切实保护水源地环境，维护市民
的切身利益，蜀山区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始终牢牢守住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并将饮用水源保护
治理工作作为促进人水和谐、推动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2012 年，启动全市规模最大的水源保

护区搬迁工作， 涉及 75 个村民组， 总计
5785 户、18180 人。

紧随其后，举措频现。 种植涵养林、整
治入库河道、隔离防护、修复湿地等一系
列举措落地落实。

南淝河蜀山段、 十五里河蜀山段、董
铺水库……为守护碧水清波，2013 年起，
蜀山区率先建立全区各镇街园 “河 （段）
长 ”制 ，设立区 、镇街 （开发区 ）、村 （社居
委）三级河长制体系，全区 284 名“河长”
坚守岗位职责。

如今 ，水库两岸 ，水杉挺立 、枫杨飘
逸、朴树垂柳苍翠秀丽，既保护生态水体
又点缀库区，成为蜀山又一景。 合肥市生
态环境局今年最新水环境质量月报上显
示“董铺水库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Ⅲ类水质标准要求，水质优良，满足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要求”。

“水”的故事还在延续。 完善污染物智
慧统计监测体系、打通“断头河”、恢复河
库水系的自然流通、加强生态修复、强化
执法监管、发动志愿者参与……碧水保卫
战步步为营协同治理全面提速，一池清水
造福一方人，是蜀山区对合肥市民的庄严
承诺。

中国环境谷 共融共建绿色长三角

良好生态环境是评价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评价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近年来， 蜀山区立足环境产业高端
化、集成化发展，形成“环保技术研发-核
心基础零部件生产-环保装备制造-环境
治理、环保工程及环保服务”的全产业链，
打造面向长三角、辐射全中国的环境产业
高地。 蜀山经济开发区作为“中国环境谷”
核心区， 已集聚环境产业企业 100 多家，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环境产业合作示范
园区建设成果显著。

2019 年 10 月 25 日，蜀山区成功举办
“首届 G60 科创走廊九城大气联防联控协
商会暨环境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揭牌仪
式”， 增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各成员城
市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环境产业合作示范园区”也
顺利落户蜀山，成为蜀山区融入长三角开
展对接合作的重要平台。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园区揭牌
后，以“中国环境谷”为核心，国内优质环
境行业领军企业不断汇聚，完善产业链、赋
能价值链、 融通供应链。 目前，“中国环境
谷”已基本形成涵盖“环保技术研发—核心
基础零部件生产—环保装备制造—环境治
理、环保工程及环保服务”的完备产业生态
链，“中国环境谷” 重点企业由 2017 年的
36家增长到 100多家。 2019年，蜀山区节
能环保产业实现产值近 55 亿元。 在 2019
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产业合作示范
园区评估中， 环境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成为
全省唯一获评“优秀”的单位。

2020 年 ，随着 “天瑞金环境科技园 ”
“工投·慧谷环境科技园” 等项目陆续建
设，环保产业继续扩区增容。 未来，“中国
环境谷”将打造成为环境领域全国技术策
源地、重大关键产品来源中心，力争到“十
四五”末，引进 5 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建成
运河新城环境科技小镇。

擦亮生态底色 共享绿色红利

从大蜀山到小岭南，从城市公园到田
野乡村，一路踏歌而行，一路芬芳四溢，处
处时时感受生态蜀山散发出的独特内涵
和颜值。

“十三五”初期，蜀山区科学规制小庙

镇合六路以北区域，启动建设蜀山生态文
化旅游休闲区，重点打造了乡村振兴示范
区将军岭项目，精心建设西郊公园，用“一
路一廊、五区十镇”串起城市和乡村，让都
市风情和乡土风韵在这里共生共荣，让乡
村留乡愁农民有奔头。

小庙镇马岗村村民李泽珍以前在外
打工，去年回到了家乡。 原来，在乡村振兴
示范区项目中，有一项是小岭南人居环境
综合提升项目。 大小岭南等 4 个村民组、
54 户农户将闲置房屋统一租赁给政府，创
建农村合作社。 农民在获得房租地租的同
时加入合作社，就近就业、参与分红。 在对
这些房子的改造过程中，并没有简单地拆
除重建， 而是充分保留当地生态田园氛
围，挖掘村落文化符号和民俗内涵，创新
提出“新村民计划”，让村民变“管家”、变
“房东”、变“股东”。 作为该项目成果的小
岭南 1 号院、2 号院就是由马岗村民闲置
的老屋改造而来， 整体风格质朴简约，融
入现代实用元素，充分保留和挖掘村落文
化符号和民俗内涵。

李泽珍的闲置老房子也在改造范围，
她表示，现在老房子可以收租金，她也在
小岭南“乡村 CBD”里当了“管家”，“一年
租金 3 万多，每月工资 3000 元，还能在家
门口上班，生活美着哩”。

生态立区，不仅是保护好生态，还要
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实现绿色发展。 小岭
南的 1 号、2 号、3 号院， 大岭南已建成投
入运营，自 2018 年开始至今为止，从本地
选拔培训的 18 名乡村管家已上岗就业，
累计接待人数约 6 万多人次、营业收入将
近 700 万元。 原种农业专业合作社注册成
立，吸纳 42 户农民成为股东，带动当地村
民用工 150 人。

如今的小岭南， 破落的村庄不见了，
换成了别具特色的民宿，坑洼的乡间小道
也变成了宽阔的水泥马路， 空气清晰、风
景美如画，成为“网红打卡地”，外出打工
的村民，回到家乡当起了“管家”……生态
红利让远道而来的市民饱了眼福，返乡创
业的村民鼓了腰包。 未来，蜀山区还将在
小庙镇打造 18 平方公里的乡村振兴示范
区，除布局原种农田一产外，还将依托租
赁农屋构建产业发展平台， 引进科技、企
业总部 、双创 、艺术作坊等产业 ，强化乡
宿、商务、旅游、研学等配套设施，打造以
科创为主，农创、文创为辅的“三产融合”
的乡村 CBD 模式。

砥砺奋进新时代，追赶超越再从头。
面向 “十四五”， 发展的步伐永不停

歇。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
蜀山区将坚决扛起保护绿水青山的政治
责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求，力争建成美丽安徽
建设新样板、 对外开放合作的新窗口、市
民和谐宜居的美好家园。

（汪青青 胡亭亭 孙雨静）

生态兴，则文明兴。
“十三五”以来，合肥蜀山区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导向，厚植绿色发展优势，激活
发掘绿色环保产业新动能， 走出一条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幅
生态“高颜值”、发展“好气质”、居住“更养
眼”的大美蜀山画卷正徐徐展开。

用生态““底色”” 描绘发展
绿绿
色色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环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

游客体验亲子家庭学习植物拓印。。

匡河绿道。。

小庙镇植树造林区。。

董铺水库涵养林。。

小岭南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