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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 ，艳阳高
照。 在芜湖长江大桥东
头 ，一条绿色的 “风光
带 ”依水就势 ，湖水与
绿树、 草地相互辉映，
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
的景象。

记者近日走进芜
湖江东水生态公园，这
里又名朱家桥尾水净
化生态公园， 过去，这
片区域污水横流、一片
脏乱。 近年来通过尾水
净化技术，让污水变废
为宝， 重现碧波荡漾、
绿草如茵。

变化始于芜湖市
与三峡集团合作开展
共抓长江大保护。 2019
年，作为长江大保护项
目之一，江东水生态公
园启动建设， 一期、二
期总面积约 57 公顷 ，
一期污水处理规模为 4

万吨/天。该项目主要对邻近的朱家桥污水处
理厂尾水进行深度处理，经过公园净化后达
到地表水准 IV 类标准， 出水至周边板城垾
和保兴垾水系 ，从而提高河道水动力 、实现
活水保质。

沿着公园步道一路漫步，“你看， 这里是
生态稳定塘。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指着眼前的一片水域向记者介绍：
它仿照自然湖泊湿地而建，形成了水底水草、
鱼、虾、螺、贝、食藻虫等完整的生态链，相当
于一片“水下森林”。 稳定塘将水体污染物转
化为生物蛋白，不仅改善水质及景观效果，而
且构建了“水清气净”的生态系统。

充分发挥自然净化能力， 从污水中浇灌
出“生态之花”，是江东水生态公园的最大特
色。在公园的潜流人工湿地，不仅种植了美人
蕉、菖蒲、水葱等水生植物，而且在地下设置
了沸石、火山岩等滤料。附近朱家桥污水处理
厂的尾水流经公园后， 被潜流处理湿地和表
流处理湿地同时净化处理， 再进入生态稳定
塘，水质达标后通过板城垾、保兴垾水系流入
长江，从根本上实现“水清岸绿”。

在公园西北角， 一大片原生态落羽杉林
挺拔耸立。 湖心岛上， 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
间，不时有水鸟飞过，在这里，花鸟、树林、河
湖形成共生系统， 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景。 “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远处可看到长
江大桥，近处是湖光水色，是我们健身漫步、
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家住附近的李女士退休
后，几乎每天都来公园转转。

如今，芜湖江东水生态公园俨然成了“网
红”生态公园，每天都吸引着众多前来“打卡”
的市民、游人。 人们在“湖中闲坐、云水可亲”
的绿意空间放飞心情， 观赏人水和谐的生态
美景，感受科技带来的神奇变化。

科技赋能 绿色发展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本报通讯员 季云冈

日前， 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 “中国环境
谷”节能环保产业“双招双引”重点项目签约
活动举行。 引江济淮生态环保总部等 4 个重
点项目落户蜀山经开区。 成立 3 年以来，“中
国环境谷”已集聚环境类重点企业近 150 家，
拥有 27 个国家和省级环境领域科研平台。

近年来，蜀山区充分利用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的研发资源，“无中生有”谋划
发展环境产业，特别是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机遇，打造环境产业集群“中国环境

谷”，基本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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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产业链，集聚一大批
以中水三立、宝龙环保、宾肯电气为代表的
环境领域重点企业。

在安徽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实
验室内，工作人员对土壤样品进行微量元素
检测。 “我们是一家以土壤和地下水为专业
特色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公司技术负责人
告诉记者， 他们的业务范围涵盖了环境检
测、农产品检测、职业卫生检测、室内空气检
测，包括地下水和生活用水的检测。据介绍，
在生活饮用水方面，该公司今年参与了安徽

“万人千吨”饮用水计划，提供了专业的检测
服务，为老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位于“中国环境谷”的合肥布诺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是一家从事
高科技光伏研发销售的跨境企业。 “我们做
一些创新性的太阳能延伸产品。 ”企业负责
人介绍，目前，公司客户遍布全球 130 余个
国家和地区。

随着营商环境不断创优，蜀山区节能环
保产业呈现出快速增长发展势头。预计，“中
国环境谷” 今年底可实现入驻企业 200 家，
营收突破 200 亿元。 未来，“中国环境谷”不
仅要打造具有区域带动性的环保产业辐射
基地，更将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环境产业
合作示范园区建设为契机，加强同长三角环
保产业先进地区的技术交流合作，积极向中
西部地区拓展环保市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高端环保创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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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三棵树” 复绿老矿区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近日， 记者在马鞍山市雨山区向山镇南山矿区，
顺着蜿蜒的山路，驱车行驶至山腰处，碧绿开阔的凹
山湖随即映入眼帘。凹山湖的前身是有着百年开采历
史、被誉为“马钢粮仓”的凹山矿。如今，闭矿后的凹山
矿，经过修复成为“网红”景观湖，碧绿的湖泊如同翡
翠镶嵌在大地，即便是烈日当空，仍有许多市民驻足
观看湖景。

凹山矿所在的向山地区是马鞍山市有名的铁矿
集聚区， 曾为马鞍山城市建设乃至我国钢铁事业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钢铁食粮”。 然而，由于多年粗
放式、超强度的开采，导致向山地区生态环境变得脆
弱，成为城市“伤疤”。 近年来，随着许多矿山闭矿，马
鞍山市逐步启动向山地区的生态修复工作。 该市围
绕打造全国矿区生态修复示范区和长江支流源头水
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区目标， 大力推进向山地区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着力解决向山地区的生态失衡、环境
污染问题。

凹山矿华丽转身为凹山湖，是向山地区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的一个缩影。站在凹山湖崭新的观景平
台眺望，蓝天、白云与湖水相映成趣。而位于湖泊西
侧 ，曾经脏乱差的选矿厂已不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
是郁郁葱葱的草坪和漫山遍野的苗木。 “观景平台
有 ２００ 多平方米 ，西侧的景观区种植苗木 、铺设草
坪，并对边坡进行修复治理。 ”向山镇建设办负责人
杨亮介绍，凹山湖西侧的景观区栽种的苗木只有 3
种 ：元宝枫 、山桐子 、杜仲 ，因此这一景观区被称为
“三棵树”。

据介绍，凹山湖旁的“三棵树”区域是今年 7 月
份马鞍山市推进向山地区生态修复，通过招商引资，
引入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在向山地区实施的一个试点
项目。 “三棵树”项目采取“矿山治理+特种经济林一
二三产融合”的模式，围绕凹山湖附近区域，种植元
宝枫、山桐子、杜仲 3 种树木 3400 棵，同时发展林下
经济。 在此基础上， 项目还将建设生物科技产业园
区，构建产品销售体系，聚焦发展工业旅游、特色康
养、 田园综合体等， 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
换。“‘三棵树’既能进行生态修复，提升区域颜值，后
期也能创造经济价值， 体现了向山地区进行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的一个思路。”向山镇规划建设办主任李
鹏说。

“以前矿坑附近灰尘漫天 ，噪音大 ，周边道路
路况也不好 。 整治以后 ，这些问题解决了 ，景观也
好看了 ，我们有时候也会到 ‘三棵树 ’散散步 。 ”距
离凹山湖不远的杜塘村村民徐漫 ， 对周边环境巨
变感受颇深。

如今，“三棵树” 景观区已经安装了滴灌设施，
整个项目进入养护阶段。据了解，今后，推动向山地
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马鞍山市将统筹开展向山地
区生态环境修复 、人居环境改善 、基础设施配套提
升及产业导入升级等一系列工作 ，全力修复 “生态
伤疤”。

昔日脏乱差 今朝好去处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看，两只白鹭飞起来了。 真漂亮，我要抓拍下
来。 ”近日，涡阳县义门镇涡河岸边的湿地公园里，
摄影爱好者岳金荣一边高兴地喊着，一边按下相机
的快门 ，瞬间把飞翔的白鹭定格在天蓝 、水绿的美
好风景里。

在亳州市 ，涡河被誉为母亲河 ，为淮河第二大
支流。 涡河自西向东横穿涡阳县境内，在义门镇境
内有 20 多公里，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呈 S 形贯
穿义门镇东流， 与该镇构成城河相依相生的格局。
在该镇西南处有一个天然大河湾 ，这里从曾经 “扬
尘漫天”变身为湿地公园，村民和游客来此“打卡”，
近水亲绿。

湿地公园里，涡河沿岸设置了滨水驿站、滨河栈
道，建设了垂柳观光带、荷花观赏游廊等景点。公园已
成为融水上游览、岸线休闲于一体的全天候休闲娱乐
风光带。

“以前这里就是砂石厂，沙土满天飞，住在附近的
居民每天都关上门生活。 ”居民李献民说。

昔日脏乱差，今朝好去处。过去，大河湾自然条件
优越，成为一些非法码头和“散乱污”企业的聚集地。
经排查， 义门镇沿涡河有 15 家砂石厂、3 个货运码
头、1 个窑厂和多处居民危房。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不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涡阳县开展环保整治行动，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实施大气污染防治“五控”专项行动。 义门镇成
立了宣传、拆迁、监督、保障和渔民上岸等 5 个工作
组，投入 500 多万元，推进“挂图作战”，对河岸上砂
石厂、窑厂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对境内沿河环境污
染进行全面治理，并先后建成湿地公园、垂钓中心和
游乐场等十几个休闲场所。 空气变好了，水变清了，
游人多了。

涡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为核心，抓住“痛点”“重点”“热点”，全力整
改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 截至目前，该县沿涡河 7 个镇街共清理非
法码头、砂石厂 370 余家，拆除渔船、网箱 200 余条
（个），河岸生态良好。

逐梦“绿富美”
■ 夏胜为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天
蓝、地绿、水净，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重要期待。 与曾经雾霾频发、河流变色
相比，很多人感慨：现在蓝天多了，雾霾
少了；清水绿岸多了，黑臭水体少了。

与人们的观感一致，监测数据如实
展现着变化。以空气质量为例，去年，全
省 PM2.5 平均浓度 39 微克/立方米 ，比
2015 年下降 25.0%。 今年 1 月至 7 月，
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 38.8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6.6%。 其中，7 月份全省空
气质量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历史最

优，PM2.5浓度 13 微克/立方米， 首次达
到 PM2.5年均浓度一级标准， 优良天数
比率 98.2%。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五升五变”：生态环保
意识显著提升，齐抓共管的“大环保”格
局加快形成，实现由单兵作战向全民参

与新的转变； 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实现由短期改善向持续向好新的转变；
污染防治能力显著提升，林长制、新安
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标志性改革取得突

破， 地方性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严密，
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标本兼治新的转变；
绿色增长动能显著提升， 单位 GDP 能
耗下降和四项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均

提前超额完成，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

均超过 40%，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新
的转变；公众满意度显著提升，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过程监管
体系日趋完善，实现由被动查处向主动
监管新的转变。

新时代，新征程。 当前，我省正奋力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区，把碳达峰、碳中和纳
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加快国土空
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开展
新一轮“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推深
做实生态改革等， 坚定地朝着经济强、
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
徽进军。

铜陵市义安区境内叶山林场风光。。 本报通讯员 高凌君 摄

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

第三小学灵溪分校学生，在
蔡田铺污水处理厂听工作

人员讲解污水处理过程 。
（资料照片）

本报通讯员 赵明 摄

林长治林 增绿富民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苗竹欣

近日， 在来安县舜山镇林桥村苗木基
地，三三两两的苗农们取土、挖苗、装车，忙
得热火朝天。一辆辆装满苗木的拖拉机沿着
砂石路将苗木送运到村头的货场。

“多亏了村级林长协调，给我们修好了
这条砂石路， 再也不用胆战心惊地过弯了，
我们卖树方便多了。 ”村民肖玉兵将 200 多
株川柏装好车，高兴地说。肖玉兵的 30 多亩
苗田位于林桥村河边组，原来，连接河边组
与主路的， 是一条不到两米宽的田埂路，道

路狭窄不说，弯道还特别多。今年年初，林桥
村村级林长刘宏燕多次协调，筹集资金 3 万
余元，以原来的田埂路为基础，打通直道，拓
宽为 4.5 米的砂石路，彻底解决了河边、南山
头等几个村民组 300 多亩苗木的运输问题。

“在林桥，苗木种植产业有很好的基础，
作为村级林长，更要做好服务，让林桥苗木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刘宏燕说。林桥村地处
江淮分水岭，上世纪 ８0 年代起，就有零星的
农户利用分水岭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
发展苗木种植，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苗木种
植已经成为林桥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苗木种
植面积占当地农作物面积的 98%。

“现在种树可省心了。 ”村民顾成山说，
今年开春， 村里的部分蜀侩树开始出现发
黄、萎缩的迹象，村级林长立刻从县里请来
了林业专家，给“生病”的苗木配了药，两遍
药一打，原本发黄的树木便恢复了生机。

在林桥村， 不仅种植中遇到困难有人
帮 ，就连销路都不用苗农们自己找 。 据刘
宏燕介绍 ， 为了推动苗木产业化发展 ，该
村培养了一支 500 余人的苗木经纪人队
伍，打通外地销售渠道。 利用项目资金，上
线电商平台， 并给 22 个村民组安装了 66
个调频高音喇叭 ，让苗农第一时间获悉收
购信息。

如今在林桥村， 满山遍野的苗木成了
村民的“绿色银行”。2020 年，林桥村人均年
收入达到 2.6 万元，全村苗木销售总额过亿
元 ,成功入选“2020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
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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