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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绿”而行 共护一江碧水

推动产业转型 共享美丽皖江
———访全国人大代表程寒飞

前不久， 几张卫星图片在网上热
传。图片以太空视角，呈现了长江安徽
段的生态蝶变： 马鞍山薛家洼从多年
前的臭气熏天、污水横流，变成今天鸟
语花香、树木成荫的生态园；芜湖十里
江湾不见了拥挤杂乱的工厂和乱堆乱
放的固废，重新披上清新的“绿衣”；铜
陵沿江岸线清除非法码头、脏乱沙场，
新建的滨江生态体育公园成为 “网红
打卡点”……

“近年来，安徽在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过程中，站位高、措施实、力度大，
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人大代表、中冶生
态环保集团总工程师程寒飞点赞道。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是习近平
总书记从全局计为子孙谋、 亲自谋划
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 2020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
要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实
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
良性循环。

“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既是长
江沿线各地区的政治责任， 也是我们
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程寒飞表示，
安徽是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的重要节
点省份，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抓好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产业
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全面打造水清

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
程寒飞注意到， 近年来安徽以大

修复促进大保护， 把全面打造水清岸
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列为
生态文明建设“一号工程”，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扎实推动了长江经
济带安徽段高质量发展。

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做好
产业转型文章。程寒飞建议，绿色发展是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贯彻落
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过程中， 各地
要推动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加快推动

产业转型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程寒飞表示， 要根据经济转型和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 以三次产
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为契机， 立足已有
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 规划发展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特色农产品加
工等前景广阔、 导向性和带动性均较
强的新兴产业， 并逐步把它们培育发
展成长江经济带和我国中部地区的区
域性龙头产业。

皖江地区拥有底蕴丰厚的历史文
化和独具魅力的生态资源。 “推动文旅
深度融合，安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产业转型发展中， 要把这些独特的
资源优势， 转化为推动美丽长江 （安
徽）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优势。 ”程寒
飞建议， 安徽可以结合长江经济带绿
色生态建设的总体格局，明确方向，凝
练特色，形成优势，打造在长江经济带
甚至在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文化和
旅游产业。
（安徽日报记者 范孝东/文 受访者供图）

筑牢生态屏障 坚持绿色发展
———访全国政协委员达扎·尕让托布旦拉西降措

“双碳”、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黄
河上游高质量发展……正在举行的全
国两会上，高频词汇很多。 全国政协委
员、 四川省阿坝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达扎·尕让托布旦拉西降措的目光，聚
焦在这些热词的结合点上，“我们应该
积极地去思考， 如何进一步推动绿色
发展， 来助力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
展，来助力四川‘双碳’目标的实现。 ”

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 青藏
高原东南缘，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是长江、黄河上游的“绿色生态屏障”。
“在守住生态红线不放松的同时，依托
自身绿色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生态经

济，推动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清洁能
源、生态工业等产业蓬勃发展，这对我
们来说意义重大。 ”达扎委员表示，对
于身处长江、黄河上游的四川来说，生
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都很重要。 这次全
国两会，达扎委员准备了 5 份提案，其
中 3 份都和环境保护、 绿色发展密切
相关。其中，既有关于支持设立若尔盖
国家公园这样的环保主题提案， 也有
关于加快阿坝-成都（东）1000 千伏特
高压输变电力外送通道建设这样的发
展主题提案。

“就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要求的那样，川渝两地共筑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在推进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达扎委
员介绍， 四川全省 96.6%的水系属于
长江水系， 流域面积接近长江经济带
总面积的 1/4，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中肩负着重大责任。

达扎委员认为，设立若尔盖国家公
园，是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统
一之路的重大机遇，是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需要。 他建议，尽快批复《若尔
盖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创建方案》，在工
作机制、边界范围、管控分区、建设内
容上加强统筹。 同时，在生态修复、农
牧民搬迁、 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出台

配套政策， 推进若尔盖国家公园加快
建设。

“阿坝幅员面积 8.42 万平方公里，
全州清洁能源理论蕴藏量达 6423 万
千瓦，技术可开发量达 3671 万千瓦。 ”
达扎委员表示， 绿色发展需要进一步
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他介绍，近年来阿
坝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 科学有序开
发水能、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着力
建设“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目前，全
州清洁能源总装机已达 612.5 万千
瓦， 已成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柱。

达扎委员说， 阿坝州清洁能源开
发进展有序，但电网建设相对滞后。目
前， 全州仅建成 500 千伏输电线路 1
座，最大送出能力 480 万千瓦。 达扎委
员建议，加快建设阿坝-成都（东）1000
千伏特高压输变电项目， 将其纳入国
家“十四五”电力和能源发展规划，尽
早核准开工建设。
（四川日报记者 吴浩/文 受访者供图）

加快船舶升级 守护碧水蓝天
———访全国政协委员刘屹

“长江航运水道日益繁荣，极大促
进了沿岸经济发展， 但对水环境带来
一定的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艾
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屹调
研发现，长江流域航行船舶流量大，部
分船舶长期工作在人口聚集区， 如内
河运输船、旅游船、休闲船等，冒黑烟
现象严重，与尾气臭味现象并存。 “船
舶的生命周期长，排放因子大，仅以发
动机尾气为例，远超汽车尾气排放量，
但目前对上述领域的污染治理力度仍
显不足。 ”刘屹说。

“目前船舶排放标准偏低，从产品
技术到监管体系等都需要提升。 ”刘

屹说，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全面
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要把
生态环境保护摆上重要位置。 去年 3
月 1 日《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要求
国务院相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对长江流域港口、航
道和船舶升级改造，对包括液化天然
气动力船舶等清洁能源或者新能源
动力船舶建造给予政策或者资金支
持，这对长江流域大气污染防治产生
促进作用。

“在重视清洁能源应用的同时，应
当重视对现有船舶的绿色升级改造，
加强对现有航行船舶黑烟污染的治

理。”刘屹说，船舶排放“黑烟”，主要是
发动机燃料燃烧不充分导致，现有技
术手段对“黑烟”的治理相对成熟。 他
建议， 制定专项措施， 开展长江流域
河道船舶黑烟颗粒物治理、臭味治理
和氮氧化物治理。 在考虑航线水域特
点、航道特点和重点污染船舶特点的
基础上，对现有船舶实施清洁能源应
用、新能源动力和尾气后处理设施等
措施 。 完善有关法规和船舶规范指
南， 对新船建造提出废气污染物治理
要求。

“长江流域面积广阔，船舶移动性
较强，归属地不同，因此，应用船舶尾

气排放在线监测技术手段， 对于船舶
尾气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刘屹表示，
同时，掌握船舶尾气排放大数据，通过
大数据分析， 精准定位船舶尾气排放
的成因，做到有的放矢，为船舶减排政
策的实施提供数据支撑。

刘屹建议， 重视船舶尾气排放监
测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及实施， 在船
检法规以及相关标准中明确船舶尾气
监测设备的技术标准和检验标准，确
保在线监测措施能够在船舶尾气排放
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大力开展
船舶尾气排放监测设备的开发， 如在
线监测设备的应用开发等； 对新造船
强制加装尾气监测设备并实时数据传
输；对在用船舶提供适当补贴，加装尾
气监测设备并实时数据传输； 建立政
府执法机构的大数据平台， 对上传运
营船只尾气排放数据进行管理， 提供
执法依据。

（安徽日报记者 李浩 张岳/文
程兆/图）

人民保护长江 长江造福人民
夏胜为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也是中
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 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 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计为子
孙谋、亲自谋划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

大江奔流，自江西入安徽，经安庆、
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在江淮大地蜿
蜒 416 公里，滔滔东去，素有“八百里皖
江”之称。作为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的重
要节点省份，近年来，我省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 各项工作取得了
积极进展，水清岸绿进了一大步，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长江和长
江经济带的地位和作用， 说明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的战略定位。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我们
要进一步强化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加快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济
带，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确保各类问题系统彻底整改到位，推
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坚持标本兼
治，健全务实长效保护机制，推动长江经
济带建设从“常治”走向“长治”；坚持畅
通循环，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让黄金
水道发挥黄金效益；坚持城乡统筹，增强
产业发展新动能， 携手打造山清水秀的
黄金经济带，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
泽人民。

·安徽实践·

描绘水清岸绿产业优的新画卷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江城芜湖，每到华灯初上，长江与青
弋江交汇处，古老的中江塔、充满现代感
的鱼桥、鳞次栉比的高楼霓虹闪烁，构成
一幅“十里江湾”美景图。

如今的美景 ， 曾经却是另一番景
象———修造船点、坐滩船只“脏乱差”，种
菜养鸡、堆放的垃圾随处可见。 近年来，
当地开展长江岸线专项整治， 对十里江
湾及上下游 200 多个非法码头、 修造船
厂、非法砂点拆除清场，释放长江干流岸
线近 30 公里，并对沿江绿化空白区域植
绿补绿，构成风光亮丽的生态景观带。

十里江湾的变化， 是我省长江大保
护的一个缩影。保护长江，我省以解决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为抓手， 突出抓好长江
治污、治岸、治渔三件大事，聚焦“水清”
“岸绿 ”“产业优 ”， 推深做实 “7+1”行
动———关污源、纳统管、禁新建、建新绿、
减存量、进园区、强机制和护物种。

聚焦“水清”，推深做实关污源、纳统
管、护物种。 我省对长江干流 4558 个排
口进行全覆盖排查、 监测和溯源， 确定
691 个排污口， 基本实现长江干流入河

排污口水质监测监控； 把园区工业污水
和生活污水全部纳入统一污水管网，全
力抓好长江十年禁渔， 持续推进珍稀濒
危物种拯救行动。

聚焦“岸绿”，推深做实禁新建、建新
绿。我省划定“1515”岸线分级管控红线，
沿江 1 公里严禁新建项目 、5 公里严控
化工项目、15 公里严把项目准入， 大规
模开展长江干流两岸绿化，实现由“靠江
吃江”向“靠江护江”转变。

聚焦“产业优”，推深做实减存量、进
园区、强机制。我省完成长江干流 1 公里
内 270 家“散乱污”企业整治，依法依规
关改搬转 137 家化工企业， 探索碳排放
权、排污权交易。

还一江清水、护两岸青山。整改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 我省近年来纵深推进生
态环境“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形成
“1+1+N”突出问题清单，挂图作战、对账
销号。

保护生态， 生态也会回馈。 监测显
示，2021 年我省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断面
比例 92.7%， 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
水平。 长江岸边，不少生态游园亮相，成
为百姓亲江亲水亲绿的美丽岸线。

全国人大代表 、中
冶生态环保集团总工
程师

程寒飞

全国政协委员 、四
川省阿坝州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达扎·尕让托布旦拉西降措

全国人大代表 ，兴
发 集 团 党 委 书 记 、 董
事长

李国璋

全国政协委员 、安
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刘屹

技术创新助力 经济环保双赢
———访全国人大代表李国璋

“磷石膏污染防治、综合治理 ，不
是‘选择题’，而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必答题’。 ”全国人大代表，兴发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璋介绍，磷石
膏综合治理事关长江生态保护和磷化
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两会，他
向大会提交了一份 “关于加快推进磷
石膏综合利用的建议”。

李国璋介绍， 磷石膏是利用难度
较大的一种酸性工业固体废弃物，作
为一项世界性难题， 全球综合利用率
不到 8%。 目前，堆存仍是大量化处置
的主要方式。 由于我国磷化工企业主

要集中在长江沿线， 磷石膏对长江生
态造成一定影响。

为推动湖北省磷石膏综合治理和
磷化工产业转型升级，2 月中旬，湖北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拟
通过专项立法推动磷石膏污染防治，
李国璋也参与其中 ，踊跃建言 ，出谋
划策。

“实际上， 磷石膏的应用相当广
泛。 ”李国璋说，磷石膏可用作化工生
产原料、建筑材料原料、土壤改良剂、
公路路基材料以及高端领域， 但目前
在利用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为此，李国璋建议，禁止开采天然
石膏用于建材， 大力培育磷石膏的市
场接受度， 鼓励磷石膏分解实现硫循
环利用及钙在水泥行业的大规模利用
或替代，完善税收及财政政策。通过这
些举措加快磷石膏综合利用， 保护长
江生态环境。

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 ，
李国璋奔走在长江沿线的田间地头、
企业车间， 围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保护、产业发展、解决库区产业空心化
等问题，先后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建
议 12 件。

“人大代表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
担当。 ”李国璋将代表履职与本职工作
相结合， 带领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
企业探索和实践， 努力蹚出一条磷石
膏综合治理新路子。

近年来， 兴发集团着力提高磷石
膏消纳水平，推动磷石膏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协同治理，促进磷化工绿色可
持续发展。 去年，企业副产磷石膏 180
万吨，消化利用 91 万吨，综合利用率
达 50.56%。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切实发挥行业龙头带动作用，依
托湖北三峡实验室， 加强技术创新应
用，‘吃干榨尽’磷矿资源，聚焦绿色化
工领域， 全力攻克磷石膏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难题， 推动磷化工产业高质量
发展。 ”李国璋说。

（湖北日报记者 黄璐/文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