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洪放 许蓓蓓

暮春时节，走进肥西，蜿蜒的派河犹如
“玉带”穿城而过，留下了两岸看不尽的花
红柳绿。这片被誉为“淮军故里、花木之乡、
工业新都、巢湖明珠”的土地，山水城林融
为一体，处处彰显着水清、岸绿、产业优的
“绿色肥西”之特色。

全力保障

服务基建“一号工程”

4 月 13 日，记者来到肥西县严店乡引
江济淮八大枢纽之派河口泵站枢纽工程现
场。 “5 年前，这块土地迎来项目建设‘第一
锹’，现在工程主体已完工，正在进行主体
外立面装修作业。机电安装、电气设备安装
已基本完成，进入调试和试验阶段。 ”安徽
省引江济淮集团肥西建管处副处长鲍舒眉
指着眼前巍然矗立的主体建筑说。

派河口泵站枢纽是连接引江济淮段与
江淮沟通段输水河道（小河分线）的重要梯
级泵站。肥西县水务局局长王业贤介绍，派
河泵站将长江水提升 4.8 米高度， 往江淮
沟通段输送， 经蜀山泵站再度提水翻越江
淮分水岭，一路向北流经瓦埠湖注入淮河。

“引江济淮” 是安徽省基础设施建设
“一号工程”。 工程沟通长江、 淮河两大水
系，穿越皖江城市带、合肥经济圈、中原经
济区三大发展战略区，兼有保障供水、改善
环境、发展航运等巨大效益。 预计今年内，
引江济淮主体工程将实现试通水通航。 据
了解， 肥西县引江济淮工程线路牵涉到引
江济巢的派河口泵站引水渠段、 江淮沟通
线两大段，线路总长度 60.42 公里，涉及沿
线 6 个乡镇、3 个园区 50 个村 （社区），数
百个自然郢。

肥西段一期工程需要征迁安置 3069
户、12932 名居民，还涉及到水利、道路、供
电、通信、供水、燃气等专项设施迁改。为做
好全县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和工程的顺利实
施，肥西县委、县政府及时成立肥西县引江

济淮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 县委书记任
组长，县长任常务副组长，重大事项由县领
导小组统一协调调度， 明确任务， 落实责
任，完善机制，实行单、双周调度制度。 目
前， 肥西县已全面超额完成省引江济淮办
公室下达的征迁任务。去年底，该县引江济
淮一期工程沿线已全部净地交付， 有力地
保障了主体工程的顺利推进。

如今，站在肥西经开区创新大道桥边，
向西北方向眺望， 一条宽阔的引江济淮航
道初具雏形，“河道一部分是人工开挖，一
部分利用了派河的老河道。 新的航道按照
Ⅱ级航道标准建设，未来这里可通航 2000
吨级船舶。 ”肥西县水务局建管中心副主任
王忠斌表示， 引江济淮工程不仅为该县打
开了一条新的水上运输通道， 还将对沿线
的供水保障、环境改善等起到积极作用。

源头治理

保持运河水质清澈

为让皖北人民喝上干净的“引调水”，水
质是“天大的事”。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性水资
源配置工程，引江济淮航道（江淮运河）绵延
数百里，如何确保每一段水质，既是挑战，更
是进一步做好生态环保工作的机遇。

“派河水质的优劣对引江济淮工程和
巢湖的水质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肥
西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 “引江济
淮” 重要输水通道、 穿肥西县城而过的派
河，流经县内多个乡镇。 早年间，因沿岸人
口密集、排水不规范等因素所致，其水质安
全状况不尽如人意。想要彻底改善其水质，
就意味着要从源头动一场“大手术”。当前，
肥西正在按照以“不让一滴污水流入派河”
的决心，全力推进派河流域污水治理工作。

在肥西县城上派镇湖湾圩片区， 过去
由于管网存在雨污混接现象， 不少生活污
水直排进了派河流域。去年下半年，随着该
片区雨污分流工作的全面整改完成， 一座
全新的湖湾圩水质净化站也同期投用。

在派河大道与冬融路交口的净化站，

记者看到，出水展示池内，经过层层净化的
地表水已变得清澈澄亮，闻不到异味。据介
绍， 今年来肥西县全面开展派河流域雨污
管网综合整治工作，整改任务共计 83 条市
政道路、288 个老旧小区及 104 个企事业
单位，共计 475 处整改任务。 预计在今年 8
月底前， 县城上派镇境内雨污分流改造工
程全部完工。

为保证引江济淮航道通水后水质达到
饮用水标准， 肥西在对地下排水管网进行
全方位“体检”和“手术”的同时，同步推进
引江济淮截导污工程。 “该工程在肥西县境
内长约 45 公里， 占据全市大部分工程量。
其主要功能就是把污水处理厂的尾水，通
过管道截走，进行生态处理，不让其直接流
入引江济淮航道。 ”肥西县水务局局长王业
贤介绍，目前这项工程还在实施过程中，力
保 9 月 30 日试通水前全面完工。

今年初， 肥西县还开展了派河流域污
染源专项排查行动， 对派河流域 300 多个
排污口进行全面摸排， 采样监测， 摸清底
数，建立问题清单，立查立改。如今，随着一
系列整治改造工作的推进， 派河生态得到
了有效修复。

借梯登高

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要将挑战变成机遇，借梯登高，在保
障引江济淮工程和派河流域污水治理的基
础上， 不断推动肥西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
展。 ”肥西县一负责人表示。

走进位于肥西经开区的安徽安利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只见大门口一块电子
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园区排放污染物的动
态指标，化学需氧量、氨氮、pH 值等各类监
测数据均一目了然。 记者对比相对应的标
准值，各项监测数据都远低于标准值。

“近年来公司累计投入了约 4000 万
元，建成了 3 期污水处理项目。 ”公司环保
副总监徐德好介绍，去年以来，公司还新增
投入了 1560 多万元，对厂区的雨水和污水

管网进行了一场“大体检”，并做了提标升
级。 此外，还购入液相色谱仪、管网探测检
测机器人等设备。 公司还建设了一套雨水
回收收集净化利用系统， 可削减公司自来
水用量约 15 万吨/年， 占公司年生产用水
量的 40%左右。

安利股份的环保实践，只是肥西推动高
质量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如今，肥西正全
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全链条、 高端智能制造、
“产学研” 一体化大健康 “三大战新产业集
群”，加速在产业上推动绿色发展上台阶、升
档次、提质量。 为此，肥西县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创建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见，紧锣
密鼓地按照一个专班、一套政策、一支专项
基金、一个区域载体、一个项目推进库“五个
一”的工作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延
链、补链、强链，大力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今，随着泰禾
智能、亿帆生物、安利材料等一批战新产业
中的龙头企业在肥西扎根落户，该县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正呈现出集聚式发展态势。数据
显示，2021 年，肥西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总
量突破 1000 亿元， 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
59.5%，高居合肥五县（市）之首。

发展理念的更新，带来亮丽的风景。肥
西三河湿地公园晋升“国家级”，构建起维
护巢湖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潭冲河生态
湿地公园等成为县城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 连续举办 19 届的“国字号”苗交会，让
肥西苗木花卉产业迸发勃勃生机。 合肥市
郊最大的人造观赏林“官亭林海”，被誉为
江淮分水岭上的“绿色银行”，有力带动了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 题图：：碧水环绕的肥西县城。。
本报通讯员 张宏洁 本报记者 洪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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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相扣”废变宝
■ 本报记者 柏松

漫步在寿县新桥国际产业
园 ，道路宽敞通达 ，举目可见蓝
天白云。 4 月 21 日，记者走进这
里， 园区 10 家用热企业以低氮
燃气锅炉代替生物质锅炉，14 台
燃气锅炉已全部实现超低氮排
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
的双赢。

近年来， 淮南市坚持资源型
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思路， 让产业
结构变“轻”、发展模式变“绿”、经
济质量变“优”。绿色，正在成为淮
南转型发展“主色调”。

记者走进安徽（淮南）现代煤
化工产业园， 淮南中建材腾锋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对生产线进
行年检，为满负荷生产做准备。来
自园区化工企业的有机废液在这
里经过物理提纯， 不仅实现废液

零排放， 而且向市场提供优质的
再回收化工溶剂产品。目前，这里
已为合肥、滁州、铜陵等地多家化
工企业治理废液 2000 多吨。

“我们不仅实现了废液的治
理和利用， 还将对二氧化碳进行
综合利用，实现循环发展。 ”园区
管委会主任薛永强告诉记者。

距离煤化工园区不远处，国
家级大宗固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
设如火如荼。 正在建设的潘集园
区，陶粒试验生产线正常运转，这
种使用全煤矸石烧制的陶粒，被
广泛应用于楼层建筑、道路桥梁、
园艺等众多领域。

“淮南市做精做优煤电化气
产业链， 下足功夫做大做强非煤
产业群。”淮南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戴宜斌告诉记者，“绿色产业”已
开启引领淮南转型升级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

·记者博客·

守护好碧水清流
■ 李跃波

江河湖泊 ，是大自然的
馈赠 ，也是流域人民的福祉
所系 。 近年来 ，我省坚决打
好碧水保卫战 ，绿色发展实
现“历史性进步 ”，长江流域
国家考核断面水质去年优

良比例为 92.7%、 巢湖平均
水质稳定达到 IV 类 。 但从
长远看 ，生态环保依然 “任
重道远”。 为此，要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 、 绿色发展道
路 ，守护碧水清流 ，提升民
生福祉。

坚持系统思维。 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 扎实开展国
土绿化提升行动，加快长江、
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
廊道和皖南、 皖西生态屏障
建设， 深入实施巢湖生态修
复与综合治理、 河湖湿地保
护修复等工程。 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让绿
色成为鲜明的底色、 发展的
亮色。

增强法治意识。 贯彻落
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 》。 严格水环境执法检
查，加强污染源监测监控，依
法处理无证排污， 超标排放
以及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

渣、 城镇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等环境违法行为，营造“向破
坏生态说不， 为保护环境叫
好”的良好社会氛围。

树立创新理念。 加快建
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
试验区。 坚持以水为主，全面
推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经验， 将生态补偿全
面推广到林地 、湿地 、耕地 、
空气等其他生态领域， 放大
试点效应。

强化历史担当。 滋润一
方、养育百姓的“母亲河”“母
亲湖”，是当地历史记忆的重
要载体。 要以 “功成不必在
我” 的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
我”的担当 ，深挖我省 “三江
二湖”的文化内涵，打好保卫
战，谱写新篇章，确保碧水清
流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生态种养富村民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村里种了蟠桃、金丝皇菊、
梅干菜等 20 多个品种，还成功申
请了‘武家河’商标。 ”4 月 21 日，
在涡阳县牌坊镇张桥村， 第一书
记李密边介绍产业边对记者说，
张桥村原来是一个深度贫困村，
是靠着发展产业，搞好生态，乡村
面貌才焕然一新的。

“一头牛纯收入 6000 多元，
年出栏 100 多头，经济效益好。 ”
在张桥村富强养殖家庭农场，负
责人吴子中在养殖大棚里给牛添
加饲料，他对李密说，感谢村里支
持， 让他在 2017 年返乡创业后，
短短几年就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
之路。

“我养牛全部使用青贮氨化

饲料，用食用盐，并随时可以对牛
进行尿检、血检、肉检。 ”吴子中向
记者介绍， 村里帮助他流转土地
200 多亩，全部用发酵后的牛粪肥
地。 在吴子中的示范带动下，全村
已发展 7 个生态养牛家庭农场，
年出栏 500 多头牛， 带动就业 20
多人。

近年来，张桥村实施了高标准
农田建设， 各类种养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快速发展。 “我们村养殖
大户多，有机肥大量供应，我种植
的梅干菜、洋葱、辣椒都在使用牛
羊猪粪。 ”种植大户姜来平说，他先
后流转土地 1000多亩， 实施 “洋
葱—辣椒—梅干菜” 套种模式，复
种指数和亩均效益大大提高，带动
全村 100余人就业增收。

特色农品受青睐
■ 本报记者 徐建 阮孟玥

4月 18 日 ， 在位于池州市石台县仁
里镇同心村的惠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记者看到 ，厂房内数十名工人正在对
晾晒好的丝瓜络进行压制 、剪裁 、裱边 、
包装……一件件成型的丝瓜络产品被装

进纸箱准备发给客户。
惠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石台县

一家专业种植、 生产天然丝瓜络及丝瓜络
精制品的民营科技企业， 其公司品牌 “阿
慧”被评为安徽省著名商标，公司生产的丝
瓜络鞋垫、丝瓜络厨房清洁系列用品、卫浴
洗浴系列用品主要销往海外。 公司总经理

汪小慧说，近两年订单逐渐增多，去年公司
销售额约 1000 万元，其中 ，电商销售 600
万元。

在同心村周边的丝瓜种植基地里，20
多位村民正忙着移栽丝瓜苗。 村民们告诉
记者：“丝瓜由惠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来收购，一亩地平均能收获 150 公斤，每亩

地综合收益 7000 元左右。 ”汪小慧介绍，目
前， 公司的丝瓜种植基地达到 1000 亩，带
动村民务工约 150 户。

近年来 ，石台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
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18 万亩 ，秸秆和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 92% 、96% 。
同时该县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新增省市级示范合作社 7 家 、 家庭农场
13 家；建成数字农业示范点 2 个、省级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园 2 个 ； 建立硒
农产品生产基地 10 万亩 ，开发富硒新产
品 4 个。

“林农一体”产业兴
■ 本报记者 罗宝

4 月 23 日，恰逢滁州市南谯
区举办首届采茶节暨“西涧春雪
杯”手工制茶大赛，记者在该区施
集镇施集茶场制茶车间里看到，
10 多名制茶高手一字排开，正将
新采摘来的鲜嫩茶叶放入滚烫的
炒锅里，用双手不停翻炒。 经过
杀青、揉捻、造型、摊凉等手工炒
制工艺流程，散发着板栗清香的
新茶呈现在评委和游客面前 。
“我种茶 、制茶有 20 年了 ，家里
20 多亩茶园， 平时在这里制茶，
靠茶叶实现了致富。 ”茶农、制茶
师傅陈忠祥告诉记者。

南谯区将茶产业作为特色产
业重点培育，去年 12 月，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施集镇
合作建立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滁州茶树新品种示范基

地”。 目前，施集镇绿色高效茶园
面积发展到约 8000 亩，打造千亩
连片有机茶园示范片 2 个， 带动
培育高产优质茶园 1 万亩， 建成
以茶叶为主导产业的市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 1个。 品牌茶叶“西涧春
雪” 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产品。 去年， 全区茶叶总产达
1500吨，茶产业综合产值 5亿元。

近年来，南谯区以“林农一体
化”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
济产业， 推进食用菌产业园和国
家麻栎产业示范园建设； 聚焦滁
菊和葛根产业， 创建中药材特色
产业园； 开展 “西涧春雪茶韵小
镇”建设；壮大黄金梨等精品水果
及蔬菜设施化种植，推进滁菊、茶
叶、瓜蒌、葛根、水果、水产等 9 个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特供基地扩
面提效， 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农户
约 1.2 万人本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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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江济淮枢纽工程的建设，到派河流域的污水治理，再到传统产业
的升级和战新产业的布局……GDP跨越千亿元大关的肥西县， 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推进绿色发展———

““水清岸绿””看肥西

荨 4 月 22 日，航拍镜头下的铜陵市义安区顺
安镇星月村。 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经果林，实
现了产业致富，带来了美丽风景。

本报通讯员 潘伟 本报记者 刘洋 摄

荩 连日来，歙县石门乡两万多亩时令春笋批量上市。 图为 4月 21日石门
乡岭后村春笋临时收购点的一笋干晒场。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