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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平台”护长江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4 月 21 日，长江芜湖段水天一色，惠风
和畅。记者登上芜湖市渔业渔政部门设在弋
矶山江边的执法趸船，沿扶梯进入二层监控
室，只见工作人员正轻点鼠标，操控分布在
长江芜湖段 26 处点位的 65 个摄像头。 随着
镜头切换，江面上往来船只、岸边动态场景
清晰呈现在大屏幕上。

“这就是智慧长江监控系统， 可对长江
芜湖段全天候监控巡查。 ”现场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这套监控系统通过覆盖长江芜湖
段的视频监控点位， 将采集到的雷达信号、
信息推送至综合数据中心，经过智能算法进
行实时分析，发现可疑情况立即预警。 相关
部门和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前往查证、处置并
及时反馈。

芜湖境内长江河道全长 114.7 公里，岸
线总长约 268.7 公里。 前些年，因为缺乏信
息化手段， 长江非法捕捞案件发生率较高，
发现难 、取证难 、执法难 ，成为长江流域禁
捕、禁采的痛点。为解决这一实际问题，2020
年 6 月，芜湖市整合海事、水务、环保、交通、
农业等相关数据资源， 开发建设智慧长江
（芜湖）综合管理系统，通过高清探头、雷达、
卫星、传感器等硬件设备采集数据，利用人
工智能识别算法实时分析，对长江禁渔工作
进行辅助识别并预警，用科技手段助力长江

大保护。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一款超远距

离热成像云台 ， 白天可视距离 10 公里以
上 ，晴朗天气最高可达 20 公里 ，夜间通过
激光补光可视距离 3 公里至 6 公里， 并具
有穿透雾霾、电子防抖动功能，让不法分子
无处遁形。

2021 年 1 月，智慧长江（芜湖）综合管理
平台正式上线，以全时段、全流域、全方位的
“空天水陆”一张网智能防控新模式，助力涉
江管理模式全面转型，长江大保护从“九龙
治水”向“统一作战”转变。 “智慧平台”打造
的多功能展示模块，对禁渔、禁采、水质、大
气和易崩岸段等实现了在一张图上的展示
和监管，通过视频、雷达、无人机监控以及卫
星高分影像对比、算法联动分析、自动预警
推送， 实现水陆空天全领域监控。 “智慧平
台”上线当年，共发现、处置非法捕捞刑事案
件 69 起、行政案件 74 起，对非法捕捞者起
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

“有了智慧管理平台， 就好比在长江芜
湖段安装了‘科技之眼’。 ”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现在岸边有船只非法采砂，夜间有船只
江中拉网， 通过智能监控平台都看得到，取
证变得容易，执法快速精准。

智慧管理平台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一年多来，长江芜湖段水生
生物保护、渔业资源恢复取得阶段性成效。

碳汇交易落了地

■ 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近日，旌德县庙首林场场长姜育龙行走
在林间小路上，不时掏出卷尺，测量苗木的
胸径，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 “这片是今年新
种的苗木 ，约 200 亩 ，以枫香为主 ，还有乌
桕、红豆杉等。现在还是幼林期，接下来就要
重点进行抚育管理，它们都是碳汇林的主要
树种。 ”姜育龙告诉记者。

去年 8 月，庙首林场与司尔特肥业股份
有限公司签下了我省首单林业碳汇交易，以
14.57 万元出售林场 3036 吨林业碳汇。 去年
12 月， 庙首林场又向当地两家石材企业出
售 7275 吨林业碳汇。

林业项目参与碳市场交易的碳汇量，是
通过新造林或对现有森林开展经营、促进生
长， 与不实施该项目相比额外增加的储碳
量。 旌德县林业局副局长张学祥介绍，在林
业碳汇交易中，企业是排碳方，属于买方；林
场是固碳方，属于卖方。

碳汇交易是旌德县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任务的具体实践 ， 也是庙首林场

将生态 “变现 ”、反哺林场生态建设的有
益探索 。

对 1986 年就分配到林场工作的姜育龙
来说，和树“打交道”30 多年，从没想过有一
天树木可以用来做碳汇交易。 “以前是做林
产品，以木材生产为主。 现在我们提供生态
服务产品，将绿水青山就地转化，变成金山
银山，进一步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姜育龙
这样理解碳汇交易带来的变化。

庙首林场曾跻身 2018 年度 “全国十佳
林场”，活立木蓄积量达 35.6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91.4%。 该林场按照国家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项目 （CCER） 标准开发碳汇造林项
目，并经具备林业碳汇核准资质的第三方机
构审定与核证 ， 目前林业碳汇交易已达
10311 吨。

全省首单碳汇交易完成后，姜育龙接到
很多咨询电话。 “有时一天能接到十几个咨
询电话，问固碳量如何测算、碳汇产品如何
开发等等， 说明业内和市场对此非常关心，
愿意积极尝试， 这也是林业未来发展的趋
势。 ”姜育龙告诉记者。

巢湖再现好风光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暮春时节，行走巢湖畔，空气清新、景色
宜人。一处湖堤上，万千柳条在风中起舞。湖
岸边，菖蒲等多种水生植物随风摇曳。 蓝天
白云下，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画卷呈现
眼前。

巢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近年来，
合肥市全力推进巢湖综合治理，实施环巢湖
生态保护与修复一至六期工程。项目建设每
年度按照“三个一批”（实施一批、储备一批、
谋划一批）的要求，交叉进行、逐步深入、统
筹推进。一、二期工程已完成，三至六期工程
正在全面推进。 截至目前，巢湖综合治理累
计完成投资 390 亿元。

随着巢湖综合治理加速推进， 巢湖沿
岸已建成 25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 、575 处村
级污水处理设施，合肥全市 85 个乡镇生活
污水处理实现全覆盖 。 合肥市治理南淝
河、兆河等入湖河道及支流 52 条 ，合计长
度 820 公里； 总面积达 100 平方公里的环
巢湖十大湿地已建成 9 个 ，累计修复湿地
6.2 万亩。

“我们要把巢湖打造成为合肥 ‘最好名
片’。 ”合肥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近些年，
该市将巢湖流域作为整体， 实施治湖先治

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治源先建制等
“四个优先 ”，创新 “五个一 ”推进与保障机
制，统筹上下游、左右岸，深入推进综合治理
进程。 为了涓涓清水入巢湖，去年 3 月，合肥
市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实
施方案，实施“碧水”“安澜”“富民”等巢湖综
合治理工程，稳步提升巢湖水质，着力打造
城湖和谐共生样板。

春日暖阳下， 八百里巢湖波光粼粼，东
北角的肥东十八联圩生态湿地项目施工现
场，热火朝天。 为了巢湖的清澈，肥东县正加
速推进十八联圩湿地综合治理。 日前，省发
展改革委发布巢湖流域水生态修复与治理
工程———十八联圩生态湿地蓄洪区建设征
地移民安置规划审核前公示。 此次规划区域
涉及肥东县长临河镇、撮镇镇 2 个镇 6 个社
区。 针对入湖河流，合肥提出以巢湖为核心，
构建环湖湿地公园群。 为此，合肥市编制出
台一系列规划，制定印发任务清单，建立十
大湿地“四个一”工作平台。 当前，湿地工程
建设正在顺利开展。

当前，巢湖平均水质达到 IV 类，国控断
面考核全面达标， 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蓝
藻水华总体呈下降趋势。 水好鸟自来。 目前
巢湖沿岸有记录的鸟类总数已达 381 种，东
方白鹳、青头潜鸭、黑脸琵鹭等重现巢湖。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近年
来，我省加快建设环境优的美丽安徽，打造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推深做实林长制、生态补偿制等生态改革，纵深
推进“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碳达峰碳中和
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全面启动 “四条生态廊
道”建设等，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新改善。

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 监测显示，去年
全省 PM2.5 平均浓度 34.9 微克/立方米， 优良天
数比例 84.6%， 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83.5%，
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目前，全省森林
面积 6262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30.22%。

“双碳”目标引领
全面绿色转型

近日， 宝武集团马钢技术中心传出消息，马
钢牵头承担的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智能
传感器”专项正式启动。 项目聚焦“特种钢生产关
键参数在线检测传感技术开发及示范应用”，周
期 3 年，成果应用后将提升马钢特种钢“高效、智
能、绿色”水平，轧制废品减少 20%，能源消耗降
低 5%，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 万吨。

“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
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随着“双碳”
目标提出， 经济社会发展迎来广泛而深刻的系
统性变革。

去年以来，“双碳”工作亮点频现。 我省在全
国率先推出“碳指数”服务，在全省统计部门企
业联网直报平台上线， 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
行节能降碳在线“诊断”；浦发银行合肥分行与
苏州分行联合落地全国首笔碳中和挂钩贷款，
这种模式下， 企业融资成本随着碳减排量的上
升而下降；芜湖长江 LNG（液化天然气）船舶加
注站成功完成首船加注， 标志着全国内河首座
岸基式 LNG 加注站建成并投入试运营；全省首
笔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落地……

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离不开科技和产
业支撑。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是我省大力培
育壮大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 管行业就要管产
业。 去年起，省生态环境厅牵头负责推进新能源
和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由环境监管向环境监管
与产业发展并重转变，组成工作专班，强化顶层
设计，“双招双引”战场上打出系列组合动作。 如
确定第一批重点合作园区、重点培育企业、重点
项目名单，推动中国环科院在合肥成立“科创中
心”，借力省内外商协会搭建招引平台，与金融
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组织参加会展等。 产业
发展整体呈现活力增强、快速发展的态势。

“我们正着力构建‘1235’安徽省新能源和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架构，‘十四五’期间，发展目
标是产业总产值达 8500 亿元。 ”省生态环境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降碳、节能、减污与经济
增长相融合为核心，以“双招双引”、培育壮大为
发展路径，以龙头骨干企业、产业集聚园区、研
发创新平台为发展支撑， 发展新能源、 高效节
能、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碳中和五大板块，
为全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减污降碳作
出更大贡献。

污染防治攻坚

改善家园环境

江河湖泊，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流域人民的
福祉所系。 作为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的重要节
点省份，我省以大格局认识大战略，以大修复促
进大保护。 保护长江，我省突出抓好治污、治岸、
治渔三件大事，聚焦“水清”“岸绿”“产业优”，推
深做实关污源 、纳统管 、护物种 、禁新建 、建新
绿、减存量、进园区、强机制；整治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实打实贯彻长江十年禁渔令。 去年，我省
长江流域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2.7%，
同比提高 2.2 个百分点。

治理巢湖， 合肥市推动新一轮综合治理，系
统实施碧水、安澜、生态修复、绿色发展、富民共
享“五大工程”和点源、线源、面源、内源“四源同
治”。巢湖平均水质达到 IV 类。去年 6 月，巢湖作
为全国唯一系统治理湖泊，入选国家第一批“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十大工程”。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 近年来，我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集
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以环
境改善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是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三大主战场。 保卫蓝天， 我省持续以
“五控”为抓手，即控煤、控气、控车、控尘、控烧，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
结构，开展夏季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等。 保卫碧水，我省推深
做实河（湖）长制，重点推进城镇污染、农业农村
污染、水源地污染、工业污染、船舶港口污染治
理；保卫净土，我省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突
出工业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等。

提升生态体系质量和稳定性，需要大力整
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我省强力推动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开展省级生态环
保督察 ，推进新一轮 “三大一强 ”专项攻坚行
动，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 “急难愁盼 ”的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促进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

纵深推进改革

激发绿色动能

生态改革激发绿色动能。 去年以来，我省抓
制度创新，建立田长制，试点环境专项监督长制
度，纵深推进林长制、生态补偿机制、河（湖）长
制等，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我省去年起建立田长制 ，建立省 、市 、县 、
乡、村五级田长制责任体系和相关配套制度，初
步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无死角的耕
地保护新机制；按照“先试点、后规范、再推广”
思路，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长制，将环境
监督基本单元最小化，与河（湖）长、林长形成环
境监督“一张网”，进一步保障监管无盲区。

纵深推进林长制改革。 我省高质量推进全
国首个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建设， 深化护绿、增
绿、管绿、用绿、活绿“五绿”并进体制机制，实施
平安、健康、碳汇、金银、活力“五大森林行动”。
去年 3 月，我省全面启动“四条生态廊道”建设，
目标是把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打造成
水清岸绿、城乡共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
廊道。经过一年实施，4 条河流沿线两侧各 15 公
里范围内共完成造林 28.2 万亩 、 退化林修复
13.2 万亩、森林抚育 71.3 万亩。 目前，全省 5.2
万名林长守护 400 万公顷森林和 100 万公顷湿
地。 全省森林面积达 6262 万亩，森林蓄积量超
过 2.7 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30.22%。

纵深推进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 新安江每
年向千岛湖输送近 70 亿立方米干净水，连续多
年是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新安江 （黄山
段）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在接续开
展三轮试点基础上， 我省与浙江省共同谋划新
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 加快建立科学
的跨流域生态补偿、 污染赔偿标准和水质考核
体系， 努力把新安江流域打造成生态环境共保
联治新样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典范，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走向“长治”。

�� 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

精神，，加快建设环境优的美丽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守护青山绿水
擦亮最美底色

▲ 图为巢湖岸线风光。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荨 日前，泾县公安局丁
家桥派出所组织民警在

辖区青弋江沿线巡查，开
展禁渔工作。
本报通讯员 潘涯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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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4 月 10 日航拍
的芜湖十里江湾江滩森

林湿地 ，满眼绿色 ，风景
如画。 近年来，芜湖市大
力推进长江岸线专项整

治，在城市与长江之间打
造了这条高颜值景观带。
十里江湾，成为广大市民
休闲好去处。
本报通讯员 陈效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