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江 西 赣 县 阳 埠 乡 阳
埠村，漫山遍野绿意葱茏，
一排排果树茁壮成长。曾
是矿老板的韩先林指着自
家 300 余亩果园感慨地说：

“当年搬山挖矿，如今种树
栽果。去年试挂果收了两
万斤脐橙柚子，按现在的行
情，今年能保本，明年就赚
钱啦！”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沟
壑纵横、岩石裸露的废弃稀
土矿山。昔日寸草不生的

“光头山”是如何变成山清水
秀 、果 实 累 累 的“ 花 果 山 ”
的？韩先林告诉记者，是废
弃矿山复垦复绿工程，让这

“光头山”变成了“花果山”。
地处江西南部的赣州拥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素有“稀
土 王 国 ”“ 世 界 钨 都 ”之 美
誉。依托资源优势，稀土、钨
产业已发展成千亿元产业，
为该市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悠久的矿业活动在促进
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是
环境的恶化和矿区地质灾害
隐患的威胁。凡是开矿的地
方，几乎都存在废弃矿山对
环境的破坏问题。据统计，
2011 年赣州全市废弃稀土
矿山 497 个，破坏面积 97.34
平方公里，稀土矿地表土酸
性污染面积达 60平方公里。

近年来，国家明确将赣
南定位为“我国南方地区重
要的生态屏障”。赣州市痛
定思痛，决心拿出刮骨疗伤
的勇气，治理废弃矿山。

“每一个废弃矿区的地形都不一样，而且由于开
采让地貌很不规则。”赣州市矿管局负责人说，“为了
更好地实施废弃矿区复垦复绿，我们遵循宜耕则耕、
宜林则林、宜水则水、宜工则工的原则，将废弃矿区
恢复成农用地、林果地、水塘或工业用地。”

安远县车头稀土废弃矿区，一度被称为“秃头
山”，造成山塘、水库、河道淤积 1500多万立方米，淹
没农田 1500 多亩，经过环境治理，一排排整齐的桉
树枝叶婆娑，碧绿的脐橙树上硕果累累。龙南县足
洞稀土废弃矿区引进社会资金，栽种多种生物物种，
采用“山顶栽松，坡面布草，台地种桑，沟谷植竹”的
整体布局，走出了一条“林—果—草”改造模式。寻
乌县文峰石排稀土废弃矿区，因为靠近 206 国道，又
有很多稀土尾砂，该县将此地开发平整为工业用地，
如今已经打造成了工业园区⋯⋯

到目前为止，该市废弃矿山已治理 47.7 平方公
里，正在治理 28.8 平方公里，未治理 20.84 平方公
里。赣南山间数万条小溪重新流淌起清水，一路欢
唱着流向赣江、汇入长江，流向东江、汇入珠江。

“如何协调‘吃山’与‘护绿’之间的矛盾，是谋求
绿色发展必须破解的首要难题。赣州从‘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中摸索出一条生态还原之路，全面推进矿
山治理和生态开发，各地‘复绿运动’如火如荼。”赣
州市发改委主任黄明哲说。

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的谭志明，来自全南县
南迳镇黄云村一个普通农家，他家与盛产钨矿闻名
的大吉山仅一山之隔，谭志明和他的父亲，曾经靠采
矿养活一家人，在这场废弃矿山“复绿运动”中，他转
型为发展生态绿色产业的民营企业家，其创办的全
南县厚朴生态林业有限公司，带动了全南“芳香产
业”的发展。他将废弃矿山改造成 10 万亩花木基
地，让全南县 4000余名贫困群众斩断了穷根。

信丰县学堂嘴稀土矿，矿区内 560 亩土地恢复
了种植功能，果树的种植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业
机会，群众实现安居乐业。石湾环球陶瓷有限公司
坐落在寻乌县文峰石排稀土废弃矿区改造的工业
园，该公司实施的南方稀土尾砂资源化利用及产业
化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每年利用废弃稀土尾砂 2
万多吨作为生产陶瓷产品的主要原料，直接产生经
济效益 1亿多元。

昔日沟壑纵横、寸草不生的“光头山”变成果实
累累、果香醉人的“花果山”“百花山”“聚宝山”，赣州
废弃稀土矿山复绿走出了保护生态与促进经济融合
发展之路。

目前，赣州市又制定了新的目标，到 2018年，基
本解决历史遗留的废弃稀土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使
矿山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与保护，筑牢南方地
区重要生态屏障。

赣州废弃矿山复垦复绿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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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海南将在全省所有江、河、湖泊全面推行河长制——

一河一档 一河一策
本报记者 何 伟

鸭尾溪是海南省海口市内的一条小
河，曾经是市民休闲锻炼的好去处，然而，
近 10 年来，鸭尾溪时时散发的恶臭让人
避而远之。

2015 年 9 月份，海南推行河长制，重
点治理鸭尾溪。一年来，鸭尾溪河道畅通
了、水变清了，沿溪休闲锻炼的市民又多
了起来。

推行河长制势在必行

2015 年 5 月份，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前往海口、三亚、洋浦等地组织
开展了全省《水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情
况执法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约有 10%的地表水存
在轻度或中度污染，分布在城市内河、中
小河流和江河入海河段，全省 18 个市县
的城市内河，仅有 60%监测断面符合水环
境管理目标（地面水Ⅲ类或Ⅳ类标准）要
求，劣于地表水Ⅴ类标准的比例在 20%以
上，主要分布在海口、三亚等市县的部分
内河水体。

“海南是靠旅游吃饭的”，城市内河的
严重污染不仅影响百姓生活，也让当地的
自然风光“减分”不少。因此，海南省依据

“水十条”和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
治执法检查的要求，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
研究制定《海南省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
理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全面推行河
长制，建立市、县（区）、乡(镇)级负责人层
层负责的责任体系。

根据《方案》，从 2016 年开始，海南省
将用 3 年时间完成全部 64 条城镇内河

（湖）治理任务，分 3 个阶段开展集中打击
整治、综合治理、巩固完善工作。各市县
在全面推进 64 条河（湖）治理任务的同
时，根据水体污染情况，又增加了 28 条，
全省实际开展治理河（湖）达到 92 条，实
现水污染治理全覆盖。

河长制涤荡城市血脉

记者在鸭尾溪的河堤上看到，河道水
面上已经没有垃圾，不仅闻不到臭味，水
质也不再发黑。

家住鸭尾溪附近的市民吴玉兰告诉
记者，一年来，明显感觉到空气清新了。

“以前这里恶臭扑鼻，根本站不住人，
通过清淤、截污、生态修复，鸭尾溪已于
2016 年 10 月份消除水体黑臭，预计 2017
年可实现消除劣Ⅴ类的目标。”鸭尾溪河
长、海口市美兰区副区长杨柳芳说。

记者在美舍河看到，这里矗立着一块
公示牌，上面清楚地标注着河长姓名、整
治目标、负责范围、接受社会监督及投诉
等信息。

据海南省水务厅副厅长沈仲韬介绍，
除了鸭尾溪，海口的美舍河、沙坡水库等 7
个水体自实施河长制以来，水质也都有所
好转，均达到功能区标准要求。

“海南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市、县

（区）、乡（镇）三级责任体系，市县政府分
管负责人担任辖区内河（湖）河长，乡镇政
府领导担任河段长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河长负责指导制定内河（湖）治理方案，协
调、监督内河（湖）水污染治理工作。各市
县在需要治理的 64 条城镇内河（湖）边显
要位置全部竖立了河长公示牌接受社会
监督；按照‘一河一档’‘一河一策’制定治
理方案。”沈仲韬说。

推 行 河 长 制 以 来 ， 海 南 城 镇 内 河
（湖） 水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河（湖）
断面水环境质量检测指标得到明显好
转。全省各市县采取截污纳管、河道清
淤、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等工程措施，推
进 64 条城镇内河 （湖） 综合治理，目前
已有 43 个动工治理，有 8 个水体治理基
本完成。按水质治理目标评价，全省 64
个监测断面有 28 个水质达标，水质达标
率 从 2015 年 的 4.7% 上 升 到 目 前 的
43.8%。同时，每年对河长制落实情况实
行全面考核，形成了每条河（湖）有人
管、有人治的常态化管理新格局。

确保河长制落实到位

为确实督促河长履行职责，发挥河长
制作用。2016 年 8 月 17 日，海南省水务
厅制定了《海南省城镇内河（湖）“河长制”
实施办法》，明确河长制组织形式。

《办法》规定，各市县（区）政府分管负
责人担任辖区内河（湖）的河长，内河（湖）
流经的乡镇（街道办事处）政府领导担任
河段长，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海南省政府结合开展生态环境六大
专项整治，每半年对河长制履职行为实行
一次考核，对于河长考核成绩排名靠后、
履职不力者将约谈和问责。

“2016 年 7 月份，由相关厅局分管领
导带队，我们组成 6 个督查组深入市县实
地考核，完成了第一次考核工作。通过考
核，促进了河长发挥作用，推动了内河

（湖）水污染治理工程建设，水环境质量得
到明显改善。”沈仲韬说。

从法律层面上确定河道的规划、整
治、建设、保护、利用，是海南省落实河长
制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为落实河长制，三
亚市人大组织编制了《三亚市河道生态保
护管理条例》，解决了河长制的相关法律
法规问题。

为了确保河长制在技术、资金方面不
出现问题，海南省通过市场运作，引入社
会资本，采取 PPP 模式，让技术可靠、诚信
度高、运行稳定的水环境治理公司和更多
社会资本参与到城市内河（湖）污染治理
建设中来。海口市采取“PPP+EPC+审计
过程监管+专家团队全程咨询”的模式，投
资 37 亿元，治理 32 个污染水体，并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让专业公司管理 15年。

“我们承担着鸭尾溪水环境 15 年的
运营和管理工作，除了建设期间，15 年内，
我们要确保水质达到标准。”中国葛洲坝
集团海口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副总经理
徐忠告诉记者，鸭尾溪治理采用“控源截

污、消除内源、活水畅流、生态修复、综合
整治”的总体思路，分为应急治理阶段和
水质提升及综合治理阶段。目前应急治
理已实施完成，通过分体式压滤机实施河
道清淤，超大流量曝气造流一体机增加溶
解氧、铺设生物毯提供微生物生活环境、
拓宽过水涵洞等措施，阻止水体继续恶
化，初步净化水质达到消除黑臭目标。未
来还将实施截污系统完善、生态护岸建
设、活水畅流系统改善、水质及景观效果
提升等措施。

沈仲韬表示，“十三五”期间，海南将
在全省所有江、河、湖泊全面推行河长制，
完善省三级河长制责任体系，创新河湖管
护长效机制，完善考核监督机制，争取将
河长制考核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政绩考核，对河湖治理管护不力实行

“一票否决”，并将建立河湖与周边生态环
境联建联管机制，实现河更畅、水更清、岸
更绿、景更美。

冬日，海拔千米的湖北省远安县花林寺镇凤阳

村，一座座风力发电机被高山云雾环绕，看上去宛若

仙境。据了解，由中电投风脉宜昌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的百里荒风电场总投资 5 亿元，总装机容量

50MW，安装 25 台型号 XE116-2000 风力发电机组，

其中有 14 台在远安县境内，年可实现总营业收入

6000万元，实现税收 1000万元。 温宜飞摄

大风吹来好效益

河长制实行后河长制实行后，，对美舍河实施了整治对美舍河实施了整治，，昔日的异味消除了昔日的异味消除了，，美舍河重新焕发生机美舍河重新焕发生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何 伟伟摄摄

重庆：美丽乡村入画来
本报记者 崔国强

重庆具有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和
大库区于一体的特殊市情。不久前，跟随

“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组，记者来到了重
庆市，这里通过综合施策、内外兼修打造的
美丽乡村正在成形。

在开州区长沙镇，记者看到了壮观的
柑橘园。据长沙镇长沙村村长谢世竞介
绍，这里有柑橘园 4000 亩，他们将农业和
旅游业结合起来，把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
发展成为休闲农业强村。“我们完善了路、
沟、池、观光大道等设施，发展橘海采摘，
2015年推动全村经济增收 200万元。”

走在渝北区木耳镇“七彩香村”生态产
业园，孔雀、黑天鹅、鸵鸟、黄头鸭、野山鸡
等动物喂养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游人。据
投资人陈兴红介绍，产业园重点发展香花、
香果、香草、香树等“香”植物种植，园内有
莴笋、莲白、海椒等蔬菜批发，游客还可采
摘草莓、蓝莓、葡萄，构建起了融生产、研
发、旅游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园区，景区年综
合收益达 1亿元以上。

据重庆市农委生态处副处长帅鸿彬介
绍，重庆市结合各区特点，正全力打造都市
功能拓展区——以都市闲情为主题的现代
农业观光区，城市发展新区——以巴渝乡
情为主题的现代农业景观区，渝东北生态
涵养发展区——以山水真情为主题的滨水
生态农业体验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
——以民俗风情为主题的武陵山民俗特色

休闲区，目前已创建 8 个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23 个示范点，11 个中国
美丽田园。

在万州区甘宁镇楠桥村，65 岁的毛世
萍每天负责打扫街道。据了解，楠桥村推
行了“联户保洁”机制，实现了垃圾“户收
集、村集中、镇乡转运、区运输处置”。据了

解，万州区在“十二五”期间共投入 10 亿元
资金，通过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先
后为乡镇和街道购买垃圾收运车 51 辆，建
成 15 座污水处理站，日处理污水 1100 吨，
惠及农户近 15万人。

据重庆市人大城环委副主任简杰介
绍，重庆市共划定 1700余个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区，完成了 35 个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在主城区、万
州、巫山等重点港口码头配备垃圾、油污水
接收船，万州、涪陵、长寿等地建设洗舱基
地。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餐饮船舶和
码头实施搬迁和整治，约 1300艘船舶安装
一体化生化处理装置。开展了“农村饮用
水安全工程”，完成 193 个农村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资源涵养和水生态修复。开展
生活垃圾处置、生活污水处理、卫生改厕、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
治理的覆盖比例达到 54.5%；建成农村集
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095座。

走在中江村，映入眼帘的是金黄色的
别墅群，名为“十二金钗大观园”。据南川
区城乡建委统筹科科长李茂海介绍，这里
可以安置农户 84 户 300 余人。“对于高山
生态扶贫搬迁户，我们按每人 5000 元到
8000 元的补偿标准执行，很多世世代代居
住在深山的农民走出了大山。”李茂海说。

据南川区大观镇党委书记李金红介
绍，南川区整合了水、电、气、路、产业等涉
农资金 39 项，制定了对高山生态扶贫搬
迁、农村危房改造、土地复垦等多项补助资
金，建成了“六通”（道路、供电、给水、排水、
广播电视和通信）、“六有”（小广场、便民商
业网点、医务室、垃圾收运点、农家书屋、幼
儿园）等数个像中江村这样基础设施较完
善的市级农民新村示范点。

雨后的南川区大观镇中江村的“十二金钗大观园”住宅区，清新怡人。

本报记者 崔国强摄

据新华社电 （赵珮然 王潇婧） 昆
明市滇池流域自2008年以来实行河长制，
河道生态环境和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滇池流域 2920 平方公里，有 35 条主
要入湖河道和 1 条出水河道。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滇池遭到严重污染，被
列入国家重点流域污染防治范围。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介绍，滇池流域从
2008 年起实行河（段）长责任制，由市级
领导担任河长，河道流经县区领导担任段
长，对辖区水质目标及截污目标负总责，
实行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
问责。

“河长作为河道管理责任人，其核心
就是对河道水生态、水环境持续改善和

断面水质达标负领导责任，实行任期目
标责任制。”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局长尹家
屏说。

实行河长制 9 年来，滇池水质及入湖
河道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基本实现了 36
条出入滇池河道以及滇池周围工业、农
业、生活污染源的截污导流，河道水环境
得到了有效改善，直排污水现象基本消
除；入滇河道水质不断改善，主要入湖污
染物浓度明显减轻；滇池流域河道两岸拆
临、拆违，实施河床内湿地绿化，河道生态
景观得到改善。

昆明市副市长王道兴表示，昆明市将
按照中央部署从 2017 年起在昆明所有河
湖范围内推行河长制。

河 长 制 实 行 9 年

滇池流域河道水质明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