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滁州市南谯区大柳镇
以“国家文明卫生镇”为新
起点， 高标准推进基础设

施提升 、 公共环境整
治， 确保改造后的

村 镇 灯 亮 、 路
平、 环境美。

图 为 10 月 23
日， 游客在改造后

的大柳镇拍照留念 。
本报通讯员 张俊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位于铜陵市义安经济
开发区内的泰山石膏 （铜

陵） 有限公司生产的纸
面石膏板， 以火力

发电厂和化工
厂的工业废

渣为主要生产原
料，实现工业废渣“变

废为宝”。 图为 １０ 月 ２５
日拍摄的公司车间一角。

本报记者 林春生
本报通讯员 梅建广 摄

今年以来， 涡阳县
围绕河道整治、 公共
空 间 清 理 做 文
章，水环境管
护 成 效 显
著 ， 图为该
县 石 弓 镇 打 造
的美丽包河。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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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扫描·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文 ／图

鰕虎鱼是生长在东至县张溪镇黄湓河
一带的特有鱼类 ，因其形小似麦粒 ，捕捞又
值麦收季节，当地人称之为“麦鱼”。 当地渔
民不理解 ，麦鱼仅能存活一两年 ，为什么也
要禁止捕捞？

“麦鱼虽生命周期不长，但属于国家级水
产种质保护资源， 保护麦鱼就是保护水生生
物多样性， 有利于改善水域环境和恢复渔业
资源。 ”10 月 8 日，正在黄湓河巡查的东至县
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中队长吴鹏告诉记者。

黄湓河下通 “国际重要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升金湖，属长江的一级支流。 禁止
捕捞麦鱼，既是水产种质资源保护的要求，也
是池州市落实长江流域禁捕、 推进绿色发展
的具体行动。

聚焦“水清” 加强污染整治

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全省地表
水环境质量排名，2021年上半年，池州市地表水
水质指数为 3.02010，居全省第一。 1月至 7月，
该市 11个国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 100%。

池州市拥有 162 公里长江岸线， 境内河
网密布，入河排污口点多面广。为做好“水清”
文章，池州市深入推进水污染防治，加大水环
境监管力度，扎实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加快实现重点污染源和入河排污口自动监控
设备安装、联网和运维监管全覆盖。

“经过处理后的污水，还能灌溉农田，循
环利用呢。 ”日前，在石台县横渡镇兰关村的
污水处理站，村支部书记汪宏桥指给记者看，
调节池里浑浊的黑色水体在一道道工艺流程
的反应处理后，变成了取样观察井内的清水。
该村的污水管网收集范围涉及居民约 175

人，日处理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达 20 吨。 据
了解，2018 年石台县启动城乡污水厂网一体
PPP 项目， 目前已实现全县 8 个乡镇政府驻
地和 78 个中心村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在东至县东流镇，老街附近的护城圩小闸
口边，水体清澈，月亮湖两岸绿意盎然。但几年
前，作为入江一级雨洪闸口，由于附近街道污
水管网基础设施未建设，旁边月亮湖高密度养
殖，导致小闸口雨污混流，成了“烂水潭”。近年
来，东流镇以排污口整治为契机，开展水域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实现水质由脏变净。

目前，池州市已累计取缔入河排污口 20
个、整治 117 个、规范 5495 个。 同时，该市为
每个排污口制作“身份证”，已完成 146 个长
江干流入河排污口立标工作。 “我们将继续深
入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大起底 ’‘回头
看’，着力形成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
的监管模式，将污染整治向纵深推进。 ”池州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马卫中说。

聚焦“岸绿” 推进生态修复

池州市贯彻“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理念， 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优先选项， 注重统筹保护与
开发、公用与专用，存量与增量、水域与陆域、
使用与监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断提高
岸线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水清鱼极乐。 着眼于长江生态的修复，长
江禁渔，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过度捕捞，另一方面
也要求整个流域减少对长江的污染。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 池州市实行长江池州段全面禁
捕，比国家规定时间提前 13 个月。如，东至县长
江水域广，包括 86 公里长江干流东至段和 28.4
公里的黄湓河鰕虎鱼、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该县多部门联合执法，共开展陆上巡
查约 21522 公里， 水上巡查约 10332 公里，检

查水生生物保护区数量 417 个次。
为推进“岸绿”工程，池州市开展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名单增补更新工作，督促重点监管单
位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自行性监测和有毒有
害物质排放报告备案工作。在贵池区殷汇镇汇丰
村优原农场，为解决土壤“皮肤病”、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贵池区农业农村局对农场启动农用地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选用优化施肥、低积
累品种、土壤调理剂等技术改善土壤质量。 据了
解，今年农作物亩产量还有了提升，已有餐饮企
业预订修复项目种植的新型农产品。

在东至县， 通过深入开展矿产资源行业
整治，打击非法开采、加工行为，已推进 8 家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市级绿色矿山达到 6 家。
同时， 该县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开展尧渡镇
面山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已取得良好效
果。 该县还推深做实林长制，人工造林 1.2 万
亩， 创建省级森林城镇 3 个， 省级森林村庄
11 个；持续推进河（湖）长制，开展河湖“清四
乱”集中整治，清理违建 143 处，纳入省级考
核的 6 个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00%。

在青阳县，链接新老城区的芙蓉湖城市公
园，整合调蓄区环境绿色覆盖面积 1000 余亩。
一方面经过清淤、雨污分流，改善了水环境与
水生态， 水质由原来的四类水提高到二类水，
另一方面通过蓄水调节和绿化，让芙蓉湖显现
青山绿水之景象，大大提高了城市品位。

聚焦“产业优” 深化绿色发展

“我们将企业纳入环境监督长制管理，建
立环保督查奖惩制度， 如果企业没有及时发
现问题、或者发现未上报解决，会影响该企业
的项目申报等。 ”10 月 14 日，青阳县酉华镇
党委书记汪兴华向记者介绍。

今年以来， 青阳县酉华镇通过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监督长制，将“环境监督长制”

融入企业的日常管理中，倒逼企业注重环保，
加快绿色发展转型。

“自开展这项工作以来，在每天的巡查车
间、点位中，还真发现不少地方做得不到位。
整改后，现在机器噪音减少了，生产环境也更
安全了。 ”青阳县宝瑞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环境
监督长吴旭东说道。

今年，池州市抓住“专项环境监督长”制
度全省试点城市这一契机， 在全市范围内全
面推行 《环境专项监督长制工作方案 （试
行）》。目前，已落实环境监督长 1105 名，专职
环境监督员 892 名 、 义务环境监督员 1692
名，并由 14 个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专
项环境监督长”，确保重点行业全覆盖，打通
环保监管“最后一公里”。同时，推动建立突出
环境问题主动发现和闭环处理长效机制，引
导企业绿色发展、做大做强。

“如今，环保逐渐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一部分， 大公司也十分注重提高企业的绿色
发展能力。 ”池州市九华明坤铝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刘达峰告诉记者。 九华明坤铝业有
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获得省经信厅 “省级
绿色工厂”认定。 目前，该公司已经淘汰燃煤
铝棒热剪炉，改用清洁能源天然气替代，并计
划从神皖九华发电有限公司引入高压蒸汽，
以进一步节约能源消耗。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十四五’开局之
年，池州市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总抓手，
让绿色发展激活一‘池’春水，奋力打造‘生态
环境优美的绿色池州、 产业结构优化的创新
池州、群众生活优越的幸福池州’。 ”池州市相
关负责人说。

题图：近日，在贵池区殷汇镇汇丰村优原
农场，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的技术负责
人现场介绍改善土壤质量的方法。

“耦合共生”促进“吃干榨尽”

■ 本报记者 林春生 本报通讯员 万伦

10 月 21 日， 安徽国弘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运
输干粉砂浆的车辆络绎不绝， 工人们在预拌砂浆生产线上忙
碌，板材生产设备在高负荷运转，新型环保混凝土板材正在批
量生产。

该公司负责人周正涛告诉记者，当初公司选择落户在国电
铜陵发电有限公司电厂附近，正是考虑到可以综合利用电厂生
产产生的大量富余热能蒸汽、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等工业废
料来生产混凝土板材，充分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和热能蒸汽梯级
利用。 目前，该公司年利用工业废渣 20 多万吨，生产混凝土板
材 30 余万立方米。

义安经济开发区循环化改造项目负责人裴文辉告诉记者，
2017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 11 家 2017 年国家
园区循环化改造重点支持园区名单，铜陵市义安经济开发区成
为全省此次唯一入选的园区，并获得循环化改造中央补助资金
9000 万元。

四年来，义安经济开发区加快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促进
企业间、园区内、产业间耦合共生。 围绕废杂铜、废杂钢、废线
缆、废机械等再生资源的拆解和综合利用，构建起“再生资源回
收、拆解—再生资源加工—冶金、材料生产—基础材料”的闭合
型循环经济产业链；围绕园区能源、冶金产业产生的粉煤灰、脱
硫石膏、钢渣等工业固废，构建起“粉煤灰、脱硫石膏、冶金渣—
常规建材—新型建材、新型环保材料”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围绕
富余余热蒸汽、高炉煤气、焦炉煤气等余热余能综合利用，构建
起“能源、冶金、化工余热余能—蒸汽梯级利用—余热发电—区
域供能”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截至目前， 义安经济开发区已实施循环化改造重点项目
28 个，总投资 82.63 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 50%，一般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 9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复用水率达
91%，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达 95%。

沟渠治理实现“水清岸绿”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这条沟去年治理后， 实现了水清岸绿， 附近居民都受
益。 ”“每月进行两次环境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上报。 ”10
月 20 日， 涡阳县高炉镇环保站长刘涛和社区干部对马沟进
行巡查 ，从他们的谈话中 ，记者能听出当地保护水生态环境
的决心。

马沟是涡河的一条支流，横跨全县多个乡镇。 “这条大沟
自北向南穿街而过 ，多年来一直被污染成为黑水沟 ，主要污
染来自于沿街居民和商铺生活污水直排 、垃圾倾倒 。 ”刘涛
说，如今治理后的大沟水里鱼虾繁盛，沿岸栽植了楸树、桐树
和杨树 ，镇村开展日常执法监督检查 ，促进马沟水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去年 10 月，该镇投入 100 多万元，使用机械 300 台，完成
土方 15 万立方米，到 12 月全面完成了马沟治理工作。

“没治理前，这条大沟里都是漂浮物，淤积严重，污水横流
难灌溉，小麦亩产 400 多公斤，治理后亩产 600 多公斤，实现增
产增收，让我增添了多种地多产粮的信心。”该镇种植大户赵永
奇站在马沟旁说，治理后的马沟实现旱能浇涝能排，特别在旱
季，这条沟的水能直接灌溉了。 今年，赵永奇扩大流转土地 800
余亩，每亩增收 500 多元。该镇以治理马沟为标准，还清淤治理
了全镇 25 条大中小沟，实现水清岸绿景美，受益良田 10 多万
亩，种粮大户也由少增多。

为了保证治理后的马沟良好生态环境，高炉镇把居民污水
直排全部纳入管网，垃圾专人清运不落地。“沿沟居民商铺污水
进入管网后，再集中到污水处理厂，达标后排放。 ”刘涛说。

“目前，全镇已形成以环境监督长为‘点’，以河长、林长等
为‘线’，以镇村各单位为‘面’的体制机制，解决了环境监管‘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让每一条河流都实现水清岸绿。 ”高炉镇党
委副书记宋占义说。

“一河一策”打造“水韵之城”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余克俭

“以前河边是个小垃圾场，哪有这么漂亮！ 现在河水变清
了，岸上景色美了，大家也不绕道走了。”日前，在宣城市郎溪县
建平镇，正在晨练的市民周菲告诉记者，“老郎川河是我们的护
城河、母亲河，感谢各级河长们，他们尽心尽责，才使我们重新
感受到母亲河的魅力。 ”

郑银东是老郎川河平港社区段的河长。他介绍：“以前这里
管理责任不明确，现在纳入到河长制工作范畴中，我们发动周
边群众，搬走了河边这座垃圾场。 ”

变化的不仅仅是郎川河。北港河是县城内一条景观河，却
一度成了备受诟病的污水河。 原来，因城区部分老旧小区的
排水系统不完善，生活污水排进河道，久而久之，该河水体发
黑、气味难闻。 郎溪县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戴军告诉记
者，为了彻底改善水质，水利、住建、园林、规划等部门联合制
定了“雨污分流+人工循环”的方案。 目前已从老郎川河引水
入北港河，实现了水系循环，下一步还要修建拦蓄工程，打造
“水韵郎川”。

河长制推行以来，郎溪县实行“一河一策”，扎实开展黑臭
水体整治、禁养区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搬迁、中小河流综合整治
等专项治理行动。 目前，全县拥有县级河长 15 名，镇级河湖长
95名，村级河湖长 196 名；县、乡、村三级河湖长分别开展巡河
91次、1385 次和 7555 次 ， 清运垃圾 12.4 吨 ， 清除违法种植
1300 平方米，清理河道内违法建筑物、构筑物 640 平方米。

“我们将围绕河 （湖 ）长年度目标任务 ，突出水域岸线管
理保护、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治理修复等关键环
节 ，进一步加大工作调度力度 ，实现河畅 、水清 、岸绿 、景美 ，
让郎溪这一江南水韵之城焕发勃勃生机。 ”郎溪县水利局局
长徐经河说。

技术升级推进
“绿色制造”

■ 本报记者 陈成

“这里储存的都是经过处理后的废水，
无色无味，可以再次使用。 ”10 月 21 日，在
位于怀宁县经开区的安徽三环康乐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车间， 该公司总经
理杨林指着清水回水池向记者介绍道。

三环康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液体食
品无菌包装的高新技术企业，年产量在 25
亿个左右。为解决污水排放，该公司采用了
水性油墨废水处理系统，废水经过储存、聚
凝出水、初步过滤、超滤、反渗透等环节实
现回收再利用。“我们每天回收再利用的废
水大概有 400 多公斤。 ”杨林说。

在三环康乐公司 的 智 能 化 生 产 车
间 ，记者看到车间地面锃亮整洁 ，几名工
作人员在机器旁紧张地忙碌着。 “产品的
投料 、印刷 、淋膜 、分切 、自动包装等都是
在这条生产线上完成的 。 ” 杨林告诉记
者 ， 这几年公司不断升级设备 、 改进工
艺 ，推进节能减排 ，如增添的瑕疵品自动
监测设备能及时发现并准确定位瑕疵品
的位置 ，提高产品合格率 ；新使用的投料
定量自动监控设备可以精准投料 ， 减少
原料浪费。

安庆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是怀宁县一
家专业生产和销售纸质食品容器和饮料包
装的企业。近年来，该公司通过引进高智能
淋膜机、全自动印刷机、自动清废模切机、
高速智能纸杯成型机等， 打造了一条高智
能的生产流水线。

“以前一台机器需要 4 个工人运维 ，
产品线升级后 ， 一个工人就能管理 4 台
机器。 ”芊芊纸业公司总经理黄备胜介绍
说 ， 公司目前主要研发生产的产品有可
降解生物基材料纸杯 、可回收纸杯 、定制
压纹纸杯及环保快餐便当盒等 ， 大部分
销往国外市场。

三环康乐公司和芊芊纸业公司是怀宁
县纸塑产业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了解，
该县目前有纸塑制品企业超 300 家， 规上
纸塑企业超 120 家，获得多项特色专利，已
形成较为完善的绿色纸塑产业体系。

作为滨江之城、生态绿城、旅游
名城和产业新城， 池州市严守生态
底线，整治长江入河排污口、落实长
江禁渔政策，推进河（湖）长制、林长
制、环长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激活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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