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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亚“ 双 修 ”展 新 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伟

鱼儿住上

﹃
健身房

﹄

本报记者

沈

慧

每年都到海南省三亚市过冬的陈豪
栋惊喜地发现，市区内的市民休闲公园突
然间多了。“我家小区旁冒出个市民果
园。”陈豪栋说，从此这里就成为他每天散
步锻炼的必去之处。

位于三亚市春光路路口与凤凰路交
界处的市民果园，原本计划用于房地产建
设，但因房地产项目会阻挡山体、破坏生
态和城市景观，被三亚市政府置换回来建
成了公园。

作为全国唯一的“双修”试点城市，三
亚“双修”成果显著。据介绍，三亚的生态
修复包含了山、河、海三大板块，在山体修
复上，重点对抱坡岭、亚龙湾路口等 10 处
受损严重的山体实行修复；在内河修复
上，完成主城区河段 96 处排污雨水口整
治，完成三亚河保护区、铁炉港保护区等
区域红树林修复 120 亩；在海的修复上，
完成三亚湾沙生植被种植 15 公里，实施
海棠湾慢行栈道工程，加快建设亚龙湾青
梅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座座“秃山”变“金山”

从高速公路进入三亚，映入眼帘的除
了美景，还有一座“秃山”，那就是抱坡
岭。这座三亚最大的废弃矿坑，山体裸露
面积达 12.6 万平方米，地形起伏较大，山
体上植被所剩无几，与绕城高速公路两侧
的翠绿景观极不协调。

2015年2月份，抱坡岭废弃石灰岩矿
山治理修复工程启动。项目主要包括：景
观工程、绿化工程、给排水工程、结构工程
等，项目总治理面积为 63282.39 平方米。
经过修复后，如今的抱坡岭山体变绿，重
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记者了解到，抱坡岭废弃山体修复只
是三亚生态修复工程的一小部分。目前，
三亚已编制了全市受损山体生态修复规
划，计划将43座废弃矿山逐步修复。

三亚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7 年，三亚市将继续推进 24 个山体修
复项目，预计覆绿面积可达 41 万平方
米。截至目前，山体修复项目已经完成18
个项目的招投标，9 个项目已经从今年 2
月份开始进场施工，部分项目正在做施工
前的进场准备。

山体修复不是有钱就能做的，还需要

当地领导干部壮士断腕的勇气、魄力以及
百姓的支持。

没水、没电、山路崎岖⋯⋯24 个山体
修复工程每个都面临诸多困难。

三亚市吉阳区H-33号花岗岩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工程在今年 2 月 28 日启动。

“由于矿坑距离主干道很远，离最近的村
庄也有一公里，不通水电，工程方只好充
分利用山间的水来满足工程需求。”三亚
市林业局营林科负责人姚腾说。

三亚所有山体修复项目普遍存在不
通水、电、路的情况，远距离接电难以满足
施 工 电 压 ，矿 区 周 边 无 水 源 则 是 最 大
难题。

“我们现在用的水、电，都是从附近村
民的芒果园里接过来的，因为电压不够，3
台气压机中有 2 台不得不‘睡大觉’。”在
半岭温泉附近的 1 号矿坑，施工方负责人
卢桂表示。他的背后，就是面积达 6.4 万
平方米的受损山坡，工人们借助固定绳索
在山壁上一排一排地浇灌着V形槽。

清澈河水引来白鹭翩飞

三亚河是三亚市整个生态的核心区，
它穿城而过，哺育着两岸的红树林和栖息
在这里的“鸟类精灵”。

作为三亚的内河和“母亲河”，三亚河
在城市发展中由清变浊，有了异味。对
此，三亚因地施策、标本兼治，三亚河逐渐
变清，飞来的白鹭在此怡然自得。

治理三亚河，三亚市从第一关——排
污做起。如何杜绝违法排污？三亚市政
府各部门联动，下大力气整治。

整治过程中，三亚市共完成污水管网
配套建设 58 公里，让背街小巷的雨污水
管网及支管线接入已建成的主管网系统
中，在路网建设的同时配套建设雨污水管
道；为缓解管网污水处理压力，完成建设
南边海 2 座泵站，另有 2 座泵站正在加快
建设中；经过地毯式排查出的“两河一湾”
31处污水排放口已整治完成26处，5处排
污口存在反弹现象，正在跟踪治理⋯⋯

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三亚市
大力补齐环保设施短板。如污水管网覆
盖有限，于是就铺设配套管网；雨水口
存在雨污混流排河现象，于是就对污水
源头截流、分流、引流；管网压力过

大，出现污水外溢，于是新建提升泵站
⋯⋯在市民看不见的地下世界，一条条
新的污水管网正在不断地延伸，污水也
正通过各种应急措施与设施流入污水厂
内。据统计，开展三亚河整治工作以
来 ， 全 市 日 均 污 水 处 理 量 增 加 了 4.8
万吨。

针对管网未覆盖的“城中村”等区
域，三亚创新引进移动式污水处理站，
从 2015 年 8 月初开始建设，11 月初就完
成首批试点的 3 个站点建设，一个日均
500 吨的移动式污水处理站可以让管网
未覆盖地区的每日污水排放问题得到明
显缓解，污水外溢现象少了，市民心情
也好了。

“这些移动式污水处理站会根据管网
铺设的情况加以调整，这个地方不需要
了，可以将设备移到其他地方去，建设周
期短，投入使用快，对三亚河环境整治有
着重要意义。”三亚市水务局城市水务科
工作人员说，这种像集装箱一样的移动式
污水处理站今年还将在全市范围内新增
20个，以解决污水管网未覆盖区域的排污
难题。

造成三亚河污染的不仅是排污，三亚
市通过科学分析，将三亚河污染源划分为
7大类，并明确排查中发现的257处问题，
细化责任分工，限时完成整治目标。例
如，拆除生态红线内的畜禽养殖场；推广

“耕地地力保育项目”和“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杜绝农业面源污染源问题；搬迁渔
港，解决船舶污染问题⋯⋯

目前，三亚市正按照“控源截污、内源
治理；活水循环、清水补给；水质净化、生
态修复”的原则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争
取 3 年内让城区内河(湖)水环境质量总体
明显改善。

为海湾披上绿丝带

三亚拥有 260 公里的海岸线，海是三
亚最大的特色资源。入海水质污染、海岸
植被退化、沙滩流失⋯⋯海受伤，三亚也
受伤。

开展海的修复，是三亚生态修复的战
略之举，是三亚保存城市发展资本的关键
之措。

近年来，在三亚湾，由于受台风、雨水

冲击严重，再加上人为不合理开发，导致
沙土流失严重。

三亚湾东端与三亚港相连，是三亚现
代城市发展的起源地。在高峰日，整个三
亚湾岸线，能迎来超过 10 万人次的游客，
是三亚的主要“会客厅”之一。

修复海，三亚首先选择补沙复绿。
修复三亚湾的第一步，是补沙，也就

是“填坑”。看似简单的举措，背后凝聚着
勇气和创新理念。“在海南，还没有过这样
的举措，在国内也很少见，它的规模是比
较大的。”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环保科科
长李华说，为了让沙滩复归，三亚投入约
2000万元修复岸线2.6公里，最宽处达40
米，累计补沙 22.3 万立方米，所选沙土土
质能够降低板结概率，避免流失。“现在看
效果良好，但此前谁也难以保证 100%成
功，投入这么大，是需要勇气的。”李华说。

让三亚湾“复活”，就是让它“做回
自己”。按照三亚市委、市政府的要求，
实施三亚湾修复的第二步，是依据“大
脚革命”的理念、遵循自然规律恢复原
生植被，让它起到对生态自然调节的作
用。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王
凤山介绍，三亚联合高等院校调研了三
亚湾原有植被情况，再次培育了其中 13
个品种，具有耐盐、固沙、抗风的特
性。去年 9 月份至 12 月份，三亚湾完成
植被恢复种植 15 公里，这在国内同样罕
见 。“ 期 间 经 历 了 台 风 检 验 ， 效 果 良
好。”他表示，植被恢复将改善三亚湾部
分地区沙滩泥化、海岸侵蚀以及岸线后
退等自然环境恶化的现状。

在寸土寸金的海棠湾岸线，一些公共
用地被高端酒店占用，导致海景不能向民
众开放。2016年3月份，三亚果断收回被
占土地，拆掉酒店所建板房，按照精品理
念投入 4000 万元，开辟了 3 条从城区连
接海边的滨海休闲道，同步开展生态修复
和景观构建，让海直通人心。未来，海棠
湾将总共建成 18 条通海步行道，实现更
彻底的“还海于民”。

“双修”以来，三亚整改了海岸带存在
的 128 项问题，初步明确全市岸线生态修
复与保护规划；建立规章制度，加快建设
亚龙湾青梅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编制三
亚湾滨海公园保护管理规定，希望能够从
立法层面保护好三亚湾。

2015 年 6 月份，国家住建

部将海南省三亚市确定为全

国唯一的“双修”试点城市。

所谓“双修”，就是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两年来，三亚市通

过修山、治河、护海，使受损山

体披上绿装，使河岸线常年白

鹭翩飞，海岸线宛若披上了绿

丝带⋯⋯

洪泽湖湿地国际垂钓中
心，波光粼粼的水面下鱼头攒
动。2016 年，Biofishive（碧水
渔）新型工业化循环水生态养
殖系统在垂钓中心建成。起
初，大家有些不以为然，“这个
所谓的高科技工业化养殖技
术当真管用？”系统投入使用
数月后，一算账，大家刮目相
看：相比过去800公斤至1000
公斤的亩产，如今垂钓中心每
亩水域可产名贵鱼类 3000 公
斤至 4000 公斤，每亩效益达 1
万元以上。

受制于技术手段等因素，
目前国内水产养殖很多还停
留在粗放型养殖阶段，残留的
饵料、鱼类粪便等在池塘底部
长期堆积，久而久之，养殖用
水中氨氮含量过高、富营养
化，溶解氧含量偏低，导致鱼
儿生长慢，且易发病。能否在
解决养殖污染的同时有效提
升鱼类产量和品质？北京博
汇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借助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陆剑
锋团队的养殖理论及经验，依
托微污染水体治理领域的技
术体系，量身设计了新型工业
化循环水生态养殖系统。

“相比传统养殖，该系统
的主要特点是节水省地，且能耗低、水质优、循环
快，进入高密度养殖区的水始终保持清爽。”博汇特
公司首席设计总监迟金宝介绍，新系统采用底沟分
段式点吸方法收集残饵和排泄物，并将底污被排到
藕塘龙虾基地循环再利用。此外，采用日式高密度
填料和德式超效曝气组合技术，最大程度富集微生
物，水体中对鱼体及其它水生生物有毒的氨氮类等
有机物质也可被有效去除。

如此一来，池塘内的鱼群不仅可以喝上“净化
水”，而且在全塘增氧提推技术的“逼迫”下，还始终
处于逆流而上的运动状态。“这就好比为鱼儿人工
搭建了一个通风良好的高档‘氧吧’‘健身房’，与传
统模式养殖的鱼类相比，这些‘运动鱼’的品质如同
山区野生的泉水鱼，体形更健硕、肉质更紧致、口感
更鲜美，市场价格自然也更高。”陆剑锋告诉记者，
目前这一新型工业化循环水生态养殖系统已在江
苏泗洪、安徽巢湖等地推广。

在水产养殖领域“跨界”开发和应用技术，只是
博汇特公司近年来立足于 EcoComb（易克宝）工艺
技术不断拓展应用范围的一个方面。“该技术主要
通过高效曝气、接触生物床、生态及藻类控制等技
术，解决生活污水、池塘污水等低污染水体处理问
题，处理之后的污水可以用于养鱼，溢流出水则可
回用于农业灌溉，且维护简单、运行费用低。”博汇
特公司董事长潘建通说。如今，凭借拥有的 Eco-
Comb（易克宝）、BioDopp（拜尔德夫）等系列技术，
博汇特已先后涉足煤化工、石油、造纸、制药、印染
等10余种工业废水领域和市政污水领域，设计并参
与污水处理工程上百项。

此外，“在农村污水处理领域，博汇特研发出了
专门针对分散点源治理的一体化小型污水处理装
置”。潘建通说，该装置的特点是能耗低、占地少、
运行稳定、管理简便，主要适用于疗养院等污水处
理规模较小的场所。“未来 3 年，博汇特将向农村污
水领域快速渗透，并选择性拓展国际业务和渔业工
业化循环立体养殖跨界业务。”

“远方的客人来三峡，请你走进我的
家。”清晨，千山初醒，朝云出岫。采茶的
姑娘们穿梭田间，伴着薅草锣鼓，一曲曲
山歌缭绕山间。这是湖北省宜昌市夷陵
区“缤纷四季·乡约夷陵”全域旅游季中的
农耕场景。

夷陵区上洋村的美景陶醉了来自各
地的游客。“骑马赏花，吃农家菜，看民俗
表演⋯⋯游客爆满，现在都要提前预约
呢。”三峡奇潭生态观光园董事长刘祖
海说。

“上洋上洋、一条枯岗，两边山丘、没
得名堂；山上无林、地下无矿，致富小康、
没得指望⋯⋯”这是上洋村过去的真实写
照。上洋村位于夷陵区西北部，水资源匮
乏、自然环境差、产业不明晰，曾是一个省
级贫困村。“我们种过玉米、核桃，效果都
不好，老百姓只能出去打工。”上洋村党支
部书记杨治清说，上洋村脱贫之路走得很

艰难。
穷则思变。近年来，该村依照“生态

宜居休闲村庄”的规划定位，成立了乡村
旅游协会，支持市场主体投入 2.2 亿元建
设三峡奇潭观光园。依托景区发展，带动
村民就业，兴办农家乐 63 家和特色乡村
民宿等，村民户均年增收 2 万元。“今年客
人特别多，很多都是带着孩子来采摘的，
体验农村生活，尝尝安全、新鲜的果蔬。
游客吃得好，我们也能增收。现在，我的
蔬果都成‘摇钱树’喽！”上洋村映山红农
家乐里，老板黄姐忙得不亦乐乎。

上洋村成了生态村的样本，也成为夷
陵区发展全域旅游的模板。去年，夷陵区
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根据国
家旅游局确定的标准，纳入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的区域，需按照全域的思路，完善
有关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做好有关交通、
城乡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等规划与

旅游规划的统筹协调。在区政府科学规
划下，夷陵正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为实现全域旅游发展，夷陵坚持景区
游、乡村游双轮驱动，突出全域资源、全域
打造、全民参与，深入推进建设标准化、配
套设施人性化、景区智慧化、服务规范化、
环境生态化“五化”举措，加快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一方面，以三峡大坝、三峡人家等
3家5A景区、4家4A景区为龙头的景区旅
游不断做优做强。另一方面，依托绿水青
山、田园风光、乡土资源，发展休闲度假、旅
游观光、养生养老等产业，通过加快三产融
合，在旅游产品、设施、环境上逐渐规范升
级，形成了以农家乐为主体，休闲农庄、特
色民宿、自驾露营、户外运动、养老养生等
多种特色产品相结合的乡村旅游品牌。

如今，行走夷陵，处处皆景。百里精
品柑橘走廊人气爆棚，百里高效茶叶走廊
荣获十佳“全国茶乡之旅特色线路”，“橘

黄稻香”“陌上花田”“茶色生香”等 6 条乡
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正加速形成，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点辐射全区所有乡镇。“原
本只想来看看山楂树，在夷陵旅游推荐网
站上一搜，发现这里光精品线路就有 6
条，两三天根本玩不完。”来自武汉的游客
邹伟说。

夷陵区委书记王玺玮介绍，全区今年
准备了 40 多项乡村游系列活动，无论哪
个季节来，都会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
而归。

蓬勃发展的全域旅游，成为夷陵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据了解，全区已建成休闲
农业示范点 795 个。去年全区接待中外
游客126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4
亿元。其中，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达 300
万人次，客源市场半径扩大至武汉乃至周
边省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从业人数约
5万人，农民人均增收5000多元。

全域旅游美了乡村富了村民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何 英

图为博汇特公司借助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陆剑
锋团队的养殖理论及经验，依托微污染水体治理领
域技术体系设计的新型工业化循环水生态养殖系
统。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上图为三亚抱坡岭在半个多世纪的开采下成为一座废弃矿坑。下图为2015年2月份，三亚市启动了抱坡岭治理修复工程，在168米
的垂直山体上进行景观绿化、巩固结构等工作。目前，抱坡岭已经成为周边市民常去的休闲娱乐公园。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