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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巡礼··马鞍山篇

硕果摇枝 产业富民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6月 5 日，当涂县大青山桃花村
“桃王”朱彬的果园里，油光发亮的油
桃、黄灿灿的黄金蜜等品种桃子压弯
了树枝， 空气中飘荡着甜香的果味。
虽然天气炎热， 但朱彬脸上满是笑
容，这几天他一直在果园里，每天采
摘发货的鲜桃大约 500公斤，每公斤
售价 14元左右。盘算着可观的收入，
朱彬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这里家家户户种植桃树 ，因
为山里早晚温差大，种出的桃子甜
度大、口感好、卖相也好。 ”桃花村
村委会主任毕银根介绍，大青山一
带种植果树已有百年历史，桃树种
植最多 ，曾有 “十里桃花 、万亩果

园”美誉。
近年来，马鞍山市充分挖掘产

业资源优势，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大青山
旅游区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河长制”、“林长制”
等深挖青山绿水和李白文化资源，
实施果树增补工程， 开展技术培
训， 鼓励农户规模化种植经果林，
形成规模效益。 “现在注重山林保
护、水环境治理，水土保持良好，花
红水清岸绿村庄美，对发展经果林
特别有利。 ”当涂县大青山李白文
化旅游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王锦
忠向记者介绍。

“景色美了，周边的城里人流
连忘返，常常有芜湖、南京、马鞍山
市区的游客前来采摘，最受欢迎的
黄金蜜上市四天就被抢购一空。 ”
朱彬承包了 30 亩地种桃， 平均年
收入 20 多万元。

去年，桃花村桃林种植面积达
7000 亩，规模化桃园达 20 个，年产
桃果 1400 多万斤， 桃胶 10 万斤，
年产值 5600 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
入 101.5 万元， 人均纯收入 31871
元，青山果园成了当地乡村振兴的
特色产业。

据马鞍山市乡村振兴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市将继续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大力发展
“一县一特”特色产业，并培育农村
产业带头人，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全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区。

书香浸润 文化惠民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本报通讯员 谈恒成

“这里可以吟诵诗词 ，可以沉
浸式体验著名景区风景 ， 可以在
线预约文化服务……”近日，在马
鞍山市文化馆， 市民王静边体验
边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马鞍山市
文化馆是全国较早建成的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 “数字文化馆 ”，提
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 受到群
众的点赞。

不久前 ， 采石矶滨江文化公
园 ，一场 “滨江欢乐季 、亲子嘉年
华” 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之前在朋友圈看到相关新闻，就
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项目很有
趣，孩子玩得很高兴。 ”来自南京的
于女士说。 作为文旅消费季系列活
动之一，该活动彰显了马鞍山市培
育文旅消费市场、 提升文旅品牌、
推进文化惠民的主旨。 文旅消费季
期间，该市推出了 226 项形式多样
的文旅活动。

近年来，马鞍山市大力推进文

化惠民工程，保障群众共享文化建
设成果。 该市每年印发全市文化惠
民工程实施方案，推进公共文化场
馆免费开放、送戏进万村、农村应
急广播建设等。

马鞍山市文旅部门相关人员
介绍，多年来，该市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 通过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
字建设， 开展百姓点单服务 。 同
时，坚持群众唱主角，发展群众文
化 ，培育出江南之花 、诗歌节 、文
旅消费季等多个群众文化活动品
牌。 去年，为提升公共文化场馆服
务效能， 马鞍山市率先在全省建
成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 四级文化旅游设施监测服务
体系。

据统计，去年马鞍山全市 7 个
公共图书馆、6 个文化馆、1 个美术
馆、4 个博物馆和 47 个文化站全面
对外开放，共免费接待观众 210 余
万人次；全市城乡举办各类特色文
化活动 800 余场次， 惠及群众 30
余万人次。

“钢城”走出绿色升级路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马鞍山市，幸福路上，树木成荫，鸟
语花香，其中一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
的厂区尤为亮眼，这就是曾经的马钢修
建公司大院了。 经过改造，老厂区大院
变身“花园式工厂”，成了马钢的“最强
大脑”———马钢智园。

马钢智园是马钢秉持 “绿色发
展 、智慧制造 ”理念的体现 ，也与马鞍
山市建设新阶段现代化 “生态福地 、
智造名城 ”的目标相契合 ，是马鞍山
推动绿色转型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写照。

标本兼治，护一江碧水

长江东岸的滨江文化公园临江亲
水、景色宜人，是马鞍山市民欣赏江景的
好去处。 “以前老的化工厂职工宿舍楼都
在这里， 破破烂烂的宿舍楼和散布的小
码头挡住了江景。”75岁的老化肥厂职工
陈厚来在此住了 30 年，他记得，丰水期
的宿舍区三面环水，只有一面能出行，故
被叫做“小岛”。 十几年前，“小岛”变身滨
江文化公园， 江边小九华山山脚下的老
化肥厂被一片花海取代， 老陈则搬进离
江边不远的横江社区安置房。

因钢立市的马鞍山，坐拥 79.12 公
里长江岸线，长江岸线曾被“散乱污”企
业、小码头占据。 “临江不见江、临水不
亲水”，当地群众曾这样自嘲。江岸不远
处的九华村村民赵继州说：“这几年水
清了，岸绿了，江景美了，公路通到了家
门口，村庄卫生有专人负责！ ”

村民眼中的变化源于长江岸线环境
综合整治。 近年来，马鞍山市把全面打造
美丽长江（马鞍山）经济带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一号工程”，加强“1515”岸线分级管
控，严格项目准入管理。该市共整治“散乱
污” 企业 704家， 拆除干支流非法码头
153家、船舶修造企业 34家，关搬畜禽养
殖场户 497家，关停 8 家化工企业，长江
干支流 32 家生产经营码头全部完成垃
圾分类接收设施提标改造和污水设施安
装，建立了“船—港—城、收集—接收—转
运处置”一体化链条和长效机制。

长江东岸的薛家洼曾是 “散乱污”
企业、小码头、养殖场和上百条渔船的
聚集地，环境堪忧。 2018 年开始，马鞍
山市以薛家洼为突破口， 按照环境整
治、生态修复、水源地保护、防洪治理、
景观提升“五合一”思路，对长江东岸开
展综合整治，在全国率先实现长江干流
及重要水域常年禁捕， 完成 5651 艘渔
船拆解和 10757 名渔民退捕转产。如今
的薛家洼和滨江公园连成一片，江景如
画，成为网红打卡地。

去年，马鞍山市将综合整治延伸到

一江两岸 79 公里， 集中攻坚 12 大类、
30 项重点任务， 长江两岸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取得明显成效。

绿色转型，筑智造名城

走进位于雨山经开区的中钢天源
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数字化工厂，车间
明亮宽敞、一尘不染，全封闭、无人化管
理，生产线实现远程集中操控。 该工厂
不仅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
且大幅降低了能耗，成为环保节能改造
的优秀工厂。

“我们每年投入大量经费引入环保
设备，政府也鼓励环保技术改造，生产过
程实现在线环境监控，正在主持起草行
业内绿色设计产品团体标准。 ”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毛海波介绍。

多年来，马鞍山市发挥财政资金引
导作用，制定节能降耗奖励标准，全面
加强重点用能企业管理，加快节能项目
建设，推行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截至去
年， 全市共有节能环保服务机构 5 家、
先进技术 12 项、 新产品新装备 17 个、
重点改造项目 10 个、 优质生产企业 8
家；共获批国家级绿色工厂 10 家，省级
绿色工厂 11 家，国家级绿色园区 1 家。

关停小铸造、打击“地条钢”、环保
改造……近年来，该市严把招商引资环
保关，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上项
目准入和节能审查，建设光伏、生物质、
沼气、 污泥焚烧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项
目。 去年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
位增加值能耗比 2015 年底累计下降
30.09%，全市工业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显
著提升，提前实现“十三五”工业节能降
耗目标。 全市空气优良天数 323 天，空
气优良率 88.3%，较 2015 年上升 9.8 个
百分点。

城市的“绿色转型”离不开“智造升
级”。 漫步在马钢智园，如同来到一个大
花园，芳香扑鼻，草木成趣。 在智园炼铁
智控中心，大屏幕布满大厅，生产的诸多
环节都可以在此实时监测和远程管控。
“各生产线的控制台集中在此，不同生产
环节进行对标找差、信息共享、横向协
作，提升操作技能，数据还通过系统与手
机相连，随时随地可以查看。 ”中心项目
技术负责人王阿朋自豪地介绍，“中心使
生产管控更加智能，避免了资源浪费。 ”

目前，马鞍山正在推广宝武马钢智
慧制造典型经验。 该市聚焦培育打造
“1+3+N”产业集群（基地），做优钢铁相
关产业集群， 推进雨山区智能装备、马
鞍山经开区轨道交通装备、博望高端数
控机床三个省级以上战新基地建设，加
快培育引进产业链核心企业。 同时，建
立“亩均效益”综合评价体系，以“正向
激励+反向推动”提速新旧动能转换。 去

年， 全市共 150 户低效企业转型或退
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平均较
上年度增长 10.88%。 “十三五”时期，全
市战略性新兴 产 业 产 值 年 均 增 长
21.1%，万元工业能耗下降 25%。

生态共保，建宜居福地

矿山集聚区向山镇是 “马钢粮仓”
南山矿所在地。 长年累月的粗放开采，
使得向山地区生态环境变得非常脆弱。
“常年累月偷排乱倒， 这里生生拱起了
一座垃圾山，臭味熏天。 整治以后，漂亮
多了，大家还会来这儿散散步。 ”在向山
镇落星村坝头坡顶，村民葛金保指着一
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对记者说。

“两轮整治 ，十几万方的 ‘固废堆
场’变身‘景观林场’，还将启动第三轮
整治，提升周边景观。 ”向山镇建设办负
责人杨亮介绍。

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城市， 马鞍
山市把坚持生态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
摆在重要位置， 推进长江流域露天矿
山和尾矿库治理修复， 推动区域生态
环境空间共保、协同治理。 面对向山地
区的 “生态欠账 ”，该市相关部门赴沪
苏浙等地调研，制订方案，开展生态环
境修复、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配套
提升及产业导入升级等， 并获批全国
首批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
试点项目。 目前，向山地区 8 家采矿企
业和 20 家小选矿厂彻底拆除 ，8 个尾
矿库顺利闭库 ，7 个棚改项目稳步推
进，12 个历史采矿宕口复绿复垦，复绿
造林 5810 亩。

近年来，马鞍山市积极加入长三角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参与生态环境合
作。 2019 年，南京溧水区、高淳区与马

鞍山博望区、当涂县“三县一区”共同签
订 《石臼湖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
议》；博望区与南京江宁区签订《跨界示
范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根
据协议，宁马将探索推动跨界水体环境
治理，对皖苏两省界湖石臼湖，健全环
境保护协调机制，建立联合监测、联合
执法和交叉执法机制，实现石臼湖生态
环境共保联治。 去年 3 月，江宁—博望
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就跨界区域内
环境污染防治开展联合执法达成协议，
并联合溧水、高淳和当涂县就石臼湖水
污染防治开展共保联治巡查、水质取样
检测及联合执法等。博望区联合江宁区
对丹新河等 7 条 141 公里河流开展“四
清”工作，全面完成围网、围垦拆除及河
道两侧护坡清杂清障。

为实现长效管理，马鞍山市把“环
保管家”作为长三角生态环境一体化合
作重要内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与生
态环境部南京环科所、华南环科所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聘请专家团队为工业园
区和企业把脉问诊， 精准科学治污，构
建起新型现代治理体系。

近年来，马鞍山市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 ，2019 年马鞍山荣获 “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37.72%，
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4%，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超 15 平方米。截至去年，该市
完成城区雨污分流改造 ，35 条黑臭水
体全部消黑； 清理各类固体废物 90 余
万吨 ， 全市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达
100%；成功创建 2 个国家级生态乡镇、
3 个国家级生态村、1 个国家级绿色社
区。“站在金鹰大楼看雨山湖，那叫一个
美呀，湖那边曾经的浓烟不见了，天蓝
水清，城市更加宜居。”家住雨山区的章
先生说。

▲ 马 钢 炼 铁 智 控

中心 。
本报通讯员 马轩 摄

▲ 马鞍山节庆公园。 本报通讯员 储灿林 摄

荩 市民在长江东岸杨

树林休闲。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摄

整治后的慈湖河两岸。。 本报通讯员 储灿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