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底，济南市作为全国首个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通过水利部和山
东省政府联合验收。水利部表示，将加快
推进全国 105 个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
设，在 2020年前全面完成试点任务。

开展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是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不仅要实
现人与水环境和谐相处，也要实现自然、
环境、社会与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那
么，水生态文明城市该怎么建？

治水新方 试点先行

住在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唐子城护城
河边 50 多年的裘文峰说，前些年，护城河
根本看不到水面，附近的居民私搭乱建、
乱排乱扔，河道堵塞，又臭又脏。近年来，
经过不断治理，护城河终于恢复了模样。

唐子城护城河并不是个例，当前我
国资源环境问题不断加剧，水安全新老
问题交织，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
水环境污染等现象层出不穷。面对日趋
严峻的水生态困境，水利部启动了水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努力从源头扭转水生
态环境恶化趋势，建设山青、水净、河
畅、湖美、岸绿的美好家园。

“充分发挥水在生态保护中的基础性
作用，加快构建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
障体系。”水利部水资源司副司长石秋池
说，鉴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水利部
分两批确定了 105 个基础条件较好、代表
性和典型性较强的城市，涵盖了七大流
域，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水资源禀赋条件和水生态系统特
点下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目前，第一
批 46 个试点总体接近完成阶段，第二批
59 个试点总体进度过半，试点工作已取
得初步成效，探索了一些经验和模式。

“由政府主要领导负责，水利牵头、各
有关部门参加。”石秋池介绍，第一批 46
个试点城市全部成立水生态文明建设领
导小组，明确责任、统一规划、分工实施。
比如山东省济南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七
城联创”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组织机
构，明确各涉水部门的职责和作用。

各试点城市积极拓宽水生态建设资
金渠道，一方面整合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水
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积极运用市场机
制吸纳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江西省新
余市、安徽省芜湖市、陕西省西安市等地
建立良性投融资机制，通过河湖综合整
治、环境改善，将土地拍卖净收益的部分

资金用于河湖治理工程建设投资还贷，走
出“水带地升值，地生金带水”的新路子。

不同水情 因地制宜

冬季清晨的趵突泉，三个大泉眼，汩
汩涌动着泉水。“自 2003 年 9 月复涌以
来，趵突泉已持续喷涌 13 年。”济南市水
利局副局长李百全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对于济南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城
市而言，着实来之不易。

“泉水是济南的魂，每当旱季来临，泉
水蔫了，济南人的心也跟着焦急。”李百全
说，2012 年，济南被水利部确定为国家水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围绕泉城特色，统
筹地表水、地下水，做了大量探索。按照
建设“大水网”的思路，济南规划实施了玉
清湖引水工程、玉符河卧虎山水库调水等
六大水系连通工程，实现了当地地表水、
长江水、黄河水的互连互通、联合调度，年
调水能力可达 3 亿立方米。这一浩大的
水利工程，保障了济南泉群的持续喷涌。

对 因 泉 闻 名 、 因 泉 而 兴 的 济 南 来
说，节水保泉是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的
重要着力点。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认
为，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要有问题导
向，因地制宜。“是水量问题？水质问
题？还是水生态问题？一定要科学分
析，找出当前症结所在。”

目前，各试点城市探索出了多种建设
模式。比如华北地区针对水资源开发利
用过度，重点实施节水、地下水超采治理
等措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针对资源性
缺水和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把严控用水
总量、强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作为优先任
务；长江中下游、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
针对水污染严重，局部生态退化等问题，
运用控源截污、水系连通等综合措施，提
高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

城市楼多水少，寸土寸金，如何将经
济发展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石秋
池认为，要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和城市发展
定位，将水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转型发
展，完善城市水生态空间功能定位和建设
格局。“以水资源、水环境刚性约束引导区
域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产业布局与水资
源承载能力相均衡，恢复河流、湖泊、洼
地、湿地等自然水系连通，构建系统完整、
空间均衡的现代城市水生态格局。”

比如，哈尔滨市遵循“以松花江为纲、
以水定城、以水兴城”的理念，构建“一江
两岸、一主两翼、南北双廊、多点共生”的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格局。郑州市确立

了“用好丹江水、用活黄河水、留住天上
水、多用再生水、保护地下水、治理洪涝
水、倡导节约水”的用水格局。

生态优先 尊重自然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
到湘江⋯⋯”上世纪50年代，一曲《浏阳河》
唱响神州大地，发源于湘东大围山北麓，一
路向西注入湘江的浏阳河由此家喻户晓。

追忆起浏阳河旧况，长沙芙蓉区委书
记于新凡却直摇头。两岸污水直排，垃圾
成堆曾是浏阳河的写照。

为了恢复浏阳河往昔神采，长沙市实
施了一系列推进浏阳河生态建设的举
措。拓堤坝、建设污水处理厂、绿化两
岸。如今，十弯九曲的浏阳河穿林涉涧，
清澈婀娜，河道舒缓宽阔。“水不臭了，堤
也宽了，现在我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散
步，附近的居民都有了个好去处。”大半辈
子生活在浏阳河边的长沙芙蓉区居民张
海祥，对浏阳河的变化竖起了大拇指。

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水问题是建设
水生态文明城市的根本目的。水利部总
规划师张志彤说，试点城市把民生需求作
为试点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强河湖水系连
通和综合整治，开展水污染防治和黑臭水
体治理，着力保障供水安全、防洪安全和
生态安全，改善城市品位和人居环境。

以长沙为例。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
近些年，长沙新建污水处理厂 11 家，主城
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96.9%，准备在 2017
年底前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同时，
长沙还努力遏制工业污水对水体的破坏，
淘汰了一批高耗水、低产出的小散企业，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使一批低耗水、高产
出的新企业落地生根。

从本质上看，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是
对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和完善。这
就决定了既要将“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又
要统筹兼顾各地河流、湿地的原始面貌，
最大限度尊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

“目前个别城市对生态的理解还不十
分到位。”张志彤表示，有的地方对先天的
水资源条件考虑不够，过分追求江南水乡
效果，没有充分体现节水优先的理念。还
有一些地方过分追求景观效果，人为雕琢
的痕迹太多。“这些与生态的理念相违背，
也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初衷不一
致。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强化和体现
生态理念，把每一项工程都建成生态项
目，保留河流的自然蜿蜒性，保持和恢复
良好水生态系统。”张志彤说。

全国105个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设将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任务——

从济南看水生态文明城市的建法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李远哲报道：日前，广西
住房城乡建设厅和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广西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试点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将在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力推总
承包模式。今后广西投资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非经营性
建设项目，以及采用装配式建造的项目，建设单位都将以
质量可靠、效率优先的原则，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全部使用非国有资金或者非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
的投资项目，由建设单位自主决定是否采用工程总承包
模式。

据了解，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按
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对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
工等实行全过程承包，并对工程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
等全面负责的承包方式。实施工程总承包能有效控制建
设成本、加快建设进度、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有效遏制
违法发包和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还可
以促进设计、施工与采购等各阶段的深度融合，并推进大
型勘察设计、施工企业的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加快与国
际接轨。

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广西从 2011
年开始探索总承包建设模式。2016 年，住建部下发的

《关于同意上海等 7 省市开展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的
函》，将广西列为国家第二批实行工程总承包试点的省
份，广西成为全国实施工程总承包试点的 8 个省区之
一。截至 2016年底，广西实施工程总承包模式的项目累
计有 214 个，项目投资达 348.95 亿元，项目类型涵盖办
公用房、保障性住房、学校、医院、文化场馆、生态移民项
目以及市政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

“太美了，喜欢千岛湖绿道的感觉”。
趁着周末，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大二学生邵
琦专程从杭州到淳安游玩。行走在浙江
淳安的绿道上，仿佛置身一幅优美的江南
山水画中，沿途乡村、田园、古迹、碧水交
相辉映，处处美景。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投资
16 亿元，依托千岛湖的秀美风光，采取

“湖区观光、城区休闲、乡村度假”的全域
旅游发展理念，建成绿道 300 余公里，其
中环湖绿道 140 公里、城市绿道 35 公里、
乡村绿道 150 公里，串联起县内 19 个景
点、75 个休闲农业采摘点、20 余个乡村精
品民宿、470 余家民宿农家乐以及水上运
动、露营基地等，推动旅游从湖区向乡村
延伸，带动百姓增收致富。

绿道拉近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
为淳安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距
离县城 10 分钟车程的屏湖村乡韵农庄老
板方朝玺介绍，2013 年，他辞掉互联网公
司的销售工作，回乡经营民宿，利用互联
网营销手法，生意很快红火起来。如今，
大多数村民都加入到旅游行列，民宿从 4
家激增至 48 家，户均年收入超过 30 万
元，越来越多的村民靠旅游过上好日子。

彩霞民宿负责人方彩霞告诉记者，游
客特别喜欢千岛湖当地的农副产品，游人
多的时候产品供不应求。村民在家门口
就可以赚到钱，仅彩霞民宿有时一个月在
农产品上的收入就不下万元。

兰纳生态采摘园是千岛湖绿道中的

一个新站点。杭州兰纳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2013 年在大墅镇的公山尖山脚落户
时，淳杨公路改建工程才刚刚启动。不
过，董事长冯波敏锐地发现，大墅镇是环
湖绿道的一个重要节点，绿道必将为采摘
园带来数量可观的游客。

“最初也没想把规模做这么大，但做
着做着信心就越来越足了。”3 年前，冯波
投身绿色环保的乡村旅游业。如今，抢占
到先机的兰纳生态采摘园已成为淳杨线
上颇有名气的农业观光和采摘体验点。
目前，冯波又投资兴建了一个集餐厅、烧
烤、住宿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准备深度
融入旅游业。

随着绿道经济的发展，单纯的农家乐
已不能满足多元化的住宿需求。在淳安，
拼创意、卖情怀的主题民宿越来越多，

“36 都乡宿”便是其中的代表。新开发的
房车、集装箱客房创意十足，价格也不高，
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

淳安县副县长江华平说，让游客沿着
绿道走走停停，轻松享受自驾游、骑行、垂
钓等各种休闲方式，打造名副其实的全域
旅游，激发带有淳安特色的“乡愁经济”，
是他们心中的美好愿景和蓝图。如今，通
过绿道这一载体，融合产业发展，淳安全
面提升全域旅游发展，做到“线上有风景，
点上有产业”。2015 年，绿道骑行接待游
客 75 万人次，带动经济总收入 3.2 亿元。
2016 年 1 至 9 月接待骑行爱好者 81 万人
次，同比增长约 56%。

面对日趋严峻的城市水生态困境，水利部启动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努
力从源头扭转水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随着2016年底首个试点城市通过验收，我国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诸多模式也逐渐露出端倪。

着力保障供水安全、防洪安全和生态安全，最大限度尊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和城市
发展定位，将水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转型发展，完善城市水生态空间功能定位和建设格局，正在成为越来
越多城市的选择。

浙江淳安建成绿道 300 余公里，促动全域旅游发展——

千岛湖绿道经济日益兴盛
本报记者 郑 彬

位于大青山南麓的包头
市石拐区，是一座典型因煤
而兴的资源型城市。在近日
于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电影
工程技术产业论坛上，内蒙
古包头市石拐区区长陈建忠
向外界大力推介当地正在建
设的大青山影视基地项目，
引起广泛关注。

资源型城市怎么“玩”上
了影视产业？这还得从石拐
区的转型发展思路谈起。

由 于 煤 炭 资 源 日 渐 枯
竭，石拐区在 2011 年被列入
国家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
名单，当地经济发展一度低
迷，很多居民从那里搬离，一
些老房子就闲置下来。BP
机大哥大专卖店、胜利照相
馆、大青山商场⋯⋯置身于
旧城区，让人仿佛回到了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早时
期。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生
产生活遗存，逐渐走进了影
视创作人的视线。自 2007
年电影《立春》在这里取景拍
摄以来，到石拐区取景拍摄
的影视剧组渐渐增多。从
2012 年开始，这里平均一年
有一部影视剧剧组入驻。

影视剧连续前来取景，
让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的石拐
区找到了创新发展的灵感。
2013 年 起 ，石 拐 区 提 出 向

“生态立区、科学发展、创新
驱动、富民兴区”转型，发展

“以五当召创 5A 景区为龙
头，通用机场和大青山影视基地为两翼，矿山火车动态观
光旅游走廊、花舞人间、喇嘛河综合治理为补充”的全域
旅游产业。其中，大青山影视基地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当地将大青山影视基地核心区规划为 5.6 平方公
里，决心建成全国专业性最强的武戏拍摄区，这个拍摄区
包含“全国知名的军事体验旅游目的地”“百年铁路蒸汽
机车动态旅游体验博物馆综合体项目”“百年中国影视”
和“影视大数据及旅游综合体”4个功能定位。

目前，大青山影视基地所在区域地下管网完成改造，
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大片完整民居保存下来，异地搬迁工
程全部完成；收集蒸汽机火车头、矿井设施、生活器具数
百件套，已能够满足影视拍摄的需要。截至目前，《骑士
荣誉》《立春》《守候》《北方大地》《天亮了》《安居》等影视
剧先后在大青山影视基地取景拍摄。

石拐区大青山影视旅游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指挥部常
务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高富强告诉记者，作为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城市，石拐区还计划利用大数据这一优势，发
展电影工程技术大数据产业项目，使大数据产品应用于
电影的内容研发、制作、发行、衍生品开发等环节。

包头市石拐区

：

塞上煤城转行做影视

本报记者

陈

力

马洪超

广西力推工程总承包模式
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将优先采用

在王兰庄客运站，温州国际商贸城的商户准备乘车

去外地。王兰庄客运站位于京津冀（天津）温州国际商贸

城一层，旅客可以从商贸城内部直接进出车站。据了解，

首批 300 多家北京商户与近 2000 户天津大胡同市场疏解

的商户已经入驻，是天津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批

发市场。 新华社记者 李 鲲摄

服务非首都功能转移

天津批发市场客运站通车

游客在拍摄千岛湖绿道的美丽风光。 本报记者 郑 彬摄

在 105 个试点城市中，第一批 46

个试点总体接近完成阶段，第二批

59个试点总体进度过半

以问题为导向，科学分析，找出

当前症结所在，因地制宜开展建设 统筹兼顾河流、湿地的原始面

貌，最大限度尊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