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策划：记者部

好山好水看池州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池州 ，山清水秀 ，人文厚重 ，山
水资源是其最大特色 ，岳飞曾在此
写下 “好山好水看不足 ，马蹄催趁
月明归 ”的诗句 。 一方好山水只是
独特的资源禀赋 ，而要守护好它却
需付出艰辛的努力 。 作为我国首个
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 ，池州市自觉
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
理念 ，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
如今 ， 从秋浦河畔到长江之滨 ，一
道道绿水蜿蜒流淌 ；从九华之巅到
牯牛降脚下 ， 一座座青山连绵竞
秀 ；一个个城镇 、一个个村庄点缀
在绿水青山之间 ，绿意盎然 、生机
勃勃……

5 月 25 日，池州市公布今年最新
环境数据：截至 5 月 24 日，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6.5 微克/立方米， 同比
下降 2.1%。 一季度，全市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为 4.07，居全省第三位；1 月至
4 月 ， 全市地表水城市水质指数为
2.9863，较同期改善 8.8%，居全省第
一位。

生态优先

守住绿水青山底色

近年来 ， 池州市全面落实河湖
长制、林长制，深入推进“三大一强”
专项攻坚行动， 扎实开展长江岸线
生态修复和绿化提升 ， 呵护山水田
园，保护生态环境，让小康之路越走
越美……

“十三五”期间，池州市通过深入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问题 “大保护、大
治理、大修复，强化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落实”专项攻坚行动；打出铁
腕治矿、重拳治砂、从严治岸、科技治
超、精准治污、全面治脏“六治行动”
等系列组合拳；打好保护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战役，在全省率先消除城市
黑臭水体，环境空气质量、河流湖泊
水质、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位
居全省前列，有效促进了池州生态环
境的改善，守住了绿水青山的底色。

如今，池州“山水土气”环境质量
明显好转，区域内重点流域水质持续
保持稳定，秋浦河获评长江经济带美

丽河流。 池州已成为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森林旅游示范市、国家森林生态
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试点市、中国最具
生态竞争力城市。 全市成功创建 37
个国家森林乡村 ， 全市森林覆盖率
60.38% ， 占 全 市 国 土 总 面 积 的
66.02%； 全市湿地面积 5.57 万公顷，
湿地率 6.63%； 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
园、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等自然保护地共 5 大类 21 个。

绿色引领

生态经济活力四射

慢庄位于石台县矶滩乡洪墩村。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空心化”的自
然村落。 近年来，通过对旧有民居加
以改造、提升，整治山水田林路，慢庄
成为集民居、田园、山林一体化的休
闲康养基地。 昔日的空心村再次呈现
中国传统村落的美景和诗意 。 2019
年，慢庄小镇成功入选安徽省特色小
镇， 今年又获评全省森林康养基地。
慢庄所在的洪墩村也获评 “安徽省
AAA 级旅游村”， 并入选安徽省乡村
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近几年，在“乡村
旅游”带动下，村民每户年均增收 2.5
万元。

“十三五”期间，池州市通过加强
生态、产业融合互动，科学合理适度
利用各类资源要素，大力发展绿色富
民产业，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双向转化通道，助力乡村振兴，将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
方方面面，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的有效转化之路。

该市通过培育壮大生态茶业 、
富硒食品、九华黄精、秋浦花鳜、
皖南土鸡等特色产业， 建设
集体验、休闲、康养于一体
的长三角多业态融合发
展的森林旅游基地 ，
因地制宜开发区域
特 色 森 林 旅 游 文
化 ，打响池州森林
旅游、康养品牌。

如今，现代生
态农业已成池州
市生态经济重要
板块。 该市有 2 个
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基地县，291 个农产品获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

全域旅游、大健康产业已成为池
州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池州整市进入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录，
被授予“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建成国家首批森林康养基地 1 个、省
级森林康养基地 4 个，省级以上森林
康养基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青阳入
选 2019 年度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百
强县，石台县乡村旅游特色产业集群
入选 2020 年度安徽特色产业集群基
地。 2020 年，全市林业旅游、康养与休
闲总人次 2392.30 万， 总收入 152.58
亿元，直接带动其他产业产值 401.51
亿元。

绿色招商

引领高质量发展

“这是应用于 5G 网络的保护类芯
片，公司已可量产，终端客户是华为、
OPPO 等知名企业。 ”走进池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安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无尘生产车间内， 公司负责人张小
明介绍， 安芯电子的产品目前广泛应
用在汽车电子、5G 网络、 新能源汽车
等高端电源领域，可有效替代进口。

在护住一方好山水的基础上，池
州市把良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资源
要素， 编制与生态相适宜的项目，开
展“绿色招商”，培育壮大与生态相宜
的绿色产业体系，力促生态产业化和
产业生态化的深度融合、 协调发展，

探索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同
频共振、相辅相成的“双赢”之路。

该市通过谋划建立半导体、 智能
装备制造、 轻合金等新材料三大产业
“群长制”，走出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
之路。 目前，三大产业集群初具雏形，
半导体产业基本形成从 IC 设计、晶圆
制造、 封装测试到电子元器件及智慧
应用全产业体系； 智能装备制造初步
形成以池州高新区数控机床、 池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智能拉链制造和工业罗
拉车为代表的轻工领域成套设备产业
集群； 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铝基新材
料规上工业企业已达 12 家， 总投资
113 亿元的年产 30 万吨高性能镁基
轻合金新材料项目落户青阳。

“十三五”期间，池州市工业企业
逐步实现资源型向制造业转型，传统
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传统工
业基地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转型，
产业发展方式向集群化发展转型，步
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目前，该市正
在加快构建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系
统谋划未来一段时间全市产业发展
目标、方向、路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使绿水青山产生更大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活水养鱼， 水美鱼肥

■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本报通讯员 熊雪婷

初夏时节，走进青阳县杨田镇涧
泉村的鱼苗繁育基地， 水色清澈、鱼
儿蹦跶、水花飞溅……村民们忙碌着
起苗、称重、装车，一番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俨然一幅村靓、水清、景美的
生态画卷。

杨田镇涧泉村地处山区，生态优
良、环境优美。 村中的广德口水库的
山泉水滋润着下游数千亩土地。 2018
年 ， 村民宁长根发现了家门口的商
机 ：眼前清澈的溪水顺流而下 ，纯天
然 、无污染 ，正是生态养殖的理想场
所。 于是，他开始流转土地、修水渠、
建鱼池，成立安徽泉门口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聘请技术员和十几名本村的

村民，搞起了水产养殖。
活水养鱼水美鱼更肥。 去年，宁长

根养殖的 30 多万尾鲈鱼苗， 供不应
求。 今年，他扩大了规模，达到 60 多万
尾，产值约 100 万元。 沉甸甸的渔网传
递出大丰收的信号， 宁长根的笑容灿
烂而又朴实：“杨田镇涧泉村的地理环
境、气温及水质与鱼苗养殖的条件相
契合，繁育的鲈鱼苗健康、成活率高，
除了吸引本地的养殖户， 江西宜春、
浙江长兴等地的养殖户也慕名前来
采购。 ”

近年来，杨田镇立足生态资源优
势 ，大力培育发展生态种养产业 ，土
鸡 、葛粉 、麻油等农特产品已有了一
定的知名度 ， 村民吃上了香喷喷的
“生态饭 ”， 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

“芯”合作迎来新机遇

■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我们的子公司负责合肥市集
成电路设计验证分析公共服务平台

的运营，为合肥市及周边 IC
设计企业和 IC 产业链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
提供支撑服务。 ”

6 月 4 日 ， 记
者来到位于
池 州 市 经
济技术开
发 区 的
华 宇 电
子 科 技
股份有
限 公 司
采 访 ，
该 公 司
市场部负
责 人 章 国
兵说。

自 2016 年入选安徽省第二批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以来，池
州经开区大力推动长三角地区科技成
果在园区落地， 加速推进产业的协同
创新和动能转换。

2020 年 10 月 29 日，安徽中韩(池
州) 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园在池州经
开区揭牌。 “这里已经汇聚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 95 家，今年前 4 个月实现产值
34.6 亿元，增长 92%，增速位于全省 27
个战新基地第一位。 ”半导体产业园的
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长三角地区落户池州经开
区高新技术企业 17 家，占园区总量半
数以上。其中，安芯电子汽车整流芯片
制造、 超元半导体 12 英寸晶圆检测、
高芯众科公司晶圆再造等技术已处于
国内先进水平； 华宇电子专用芯片系
统级封装工程研究中心获省级研发平
台认定 ； 铜冠铜箔成功研发出最薄
4.5μm 铜箔和用于 5G 通讯的反转铜
箔，荣获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乡村靓，村规民约唱起来

■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本报通讯员 黄丙坤

“春意盎然鸟语鸣 ，美丽乡村画
中行。 公共财物人爱护，村道畅通树
成荫……”

2020 年以来，青阳县新河镇十里
岗村的村民每天晚上在跳广场舞的时
候，都要唱上这样一首歌。 “为让文明
新风入脑入心， 我把村规民约编成通
俗易懂的歌曲，朗朗上口，好听好记！ ”
村党总支书记曹润生告诉记者。

近年来， 十里岗村依托网格化精

细管理模式，在建设美丽家园、美丽庭
院活动中，网格员和其他党员干部带头
示范，大力宣传乡村文明，注重发挥村
民积极性，引导村民落实“庭院三包”，
利用本地竹、观赏树木、草等植物美化
庭院，在自家的“小菜园、小果园、小竹
园”上做文章。从“一家美”到“一村美”，
一个个美丽庭院串成了美丽乡村。

同时，该村依靠各项惠民政策，积
极改水、改厕、清理“四乱”，逐步消除
网格范围内乱堆乱放、乱丢乱弃、乱搭
乱占等现象， 打造干净整洁美丽的乡
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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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老城区新貌。。 本报通讯员 龚志文 摄

荨 日前，池州市世红
智能纺织有限公司的职

工正在赶订单。
本报通讯员 陈昭

本报记者 徐建 摄

荩 ６ 月 １ 日 ，东
至县泥溪镇村民

在采摘贡菊。
本报通讯员

池轩 摄

池州湿地新城。 本报通讯员 吴旭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