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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宽近600米的小凌
河像条绕城玉带，成了露天滑冰场
和市民休闲健身的乐园。

小凌河与女儿河由西向东穿越
辽宁省锦州市城区，把城市分成南
北两部分，是锦州的母亲河。

而十多年前，这两条河却在锦
州城市发展过程中备受污染。

渤海大学教授刘鹤岩是地道的
锦州人，他向记者介绍，曾经，
小凌河萎缩得只剩几米宽，还经
常断流，且污染严重，成为一条

“臭水河”，臭味儿能飘出几百米
远，锦州人宁愿拥挤在小凌河北
岸的老城区生活，也不愿靠近这
条臭水河，沿河的房价曾经是全市
最低的。

2014 年 4 月，锦州两河治理
工程开始启动。

狠抓排污，沿河的 10 个排污
口被关堵，改扩新建排污排水涵闸
28 座。对排污企业严格管理，保
证河水水质，污水只能排入污水处
理厂，决不允许直排入河。同时，
宣传保护母亲河，连续4年发动志
愿者和文明单位8000余人次身体
力行，净化母亲河。

河床重新平整，向下深挖、做
防渗工程，增加蓄水量；加固堤
坝、拓宽河道，这样既增加水域面
积，又大大增加了防洪能力。修建
十余公里的绿化带，几步一景，沿
河连成市区内最大的带状公园。小
凌河北岸有129万平方米的河滩荒
滩树林，经过精心设计规划，被改
造成了有“城市氧吧”之称的东湖
森林公园，犹如一大块翡翠嵌在河
边，成了市民闹中取静、休闲健身
的好去处。

两河生态修复十分注重实用功
能，为方便群众在两河边观景、休
闲、健身，锦州市还在沿河修建了
亲水平台、运动健身场所、文化休
闲广场、卫生间等100多个。沿河
还修建了连接新老城区的宽敞、美

观的滨河路，为缓解城市交通拥
堵、加速城市向南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

在此过程中，为防止管理部门
多头治理效率低，锦州市委按照

“建管合一”的原则，将 5 家滨河
公园整体划归市凌河局管理，明确
市凌河局为“两河”治理工程牵头
单位。沿河区委、区政府按照市委
要求，组建了区级工程指挥部，实
行“双组长”负责制。管理体制理
顺后，实现了管河、治河责任明
晰，治河工程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的局面。

据统计，两河生态修复工程共
清淤疏浚 233 万方，新开人工河
2000米长，筑堤10.5公里，新建
绿地168万平方米，植被覆盖率从
治理前的56%提升至95%，形成生
态水面770万平方米。辽宁省政府
调研组确认，两河治理工程创造了
省内城区生态治河规模最大、标准
最高、功能最全、节支一半、节时
一半、零补偿拆迁等6项纪录。

经过生态修复，锦州两河形成
了城区绵延数十公里，水面最宽处
近600米的城市水系，上游蓄水量
达8.5亿立方米的锦凌水库为两河
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现在，直排污水的现象没有
了，乱扔垃圾的少了，记者在锦州
云飞大桥上看到，清淤后水深2米
多的河流，清澈得可一眼见底。中
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王野介绍说，
2017 年夏天，河水上游的锦凌水
库吸引了数千只天鹅来此栖息。

如今，小凌河与女儿河之间的
松山新区已经成为新的城市中心，
两河岸边每天都有十几万人在此休
闲健身。锦州“两河”已成为辽西
地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功能最
全，集生态带、文化带、旅游带、
休闲带、安全带“五带合一”的城
市水景区。锦州市委书记王明玉
说，“5 年时间，锦州的生态环境
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人口密集、狭
小的老城区突破了框架，突破了

‘两河’的环境障碍局限，实现了
向绿色发展的转变”。

净化母亲河

引得天鹅还
——辽宁锦州市“两河”修复纪事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孟嘉多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因水而兴，
众多的江河成为碧江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据统计，该区境内河流属长江
流域沅江水系，全区流域面积大于
20 平方公里，长度在 3 公里以上的
主要干支流17 条，总长331.6公里。
其中锦江发源于梵净山，流经碧江辖
区6个乡（镇、街道）、24个行政村（社
区），长68.5公里，流域面积1012平
方公里，境内登记在册小（Ⅱ）型以上
水库15座，电站水库6座，锦江干流
上有3座。

碧江区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
抓手，出台了《碧江区河长制工作方
案》，由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
任“双总河长”，坚决履行管、治、保

“三位一体”职责。目前，设置区级河
长16名、乡（镇、街道）河长26名、村
级河长126名，实现区、乡、村三级河
长全覆盖。通过河长管河、源头护
河、系统治河，建立健全河流管理制

度，辖区生态建设及防洪能力日益
增强。

“村寨河道两边修了防洪堤后大
家踏实多了。”瓦屋乡克兰寨村民杨
三妹说。

乡级“河长”——瓦屋乡党委书

记杨波介绍，瓦屋河是锦江下游右岸
一级支流，河长42千米，经过对全乡
河流的治理，目前已修建了 10 公里
长的河道工程，河道两旁修建防洪
堤，河岸边还建成通车大道，河堤下
面已栽成柳树道，不但增强了防洪功

能，还成为瓦屋油菜花乡村旅游品牌
中美丽的自然景观。

近年来，碧江区修建了锦江流域
沿线集河道防洪、生态治理、旅游观
光等综合体工程，在锦江流域实施农
村综合环境整治项目6个、生态清洁
小流域项目 1 个、污水治理项目 1
个、污水处理工程1个。启动全区贫
困村生活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项目
建设。并有效发挥沿江优美自然景
观，成功建设了梦幻锦江、大明边城
以及百花渡等深受市民喜爱的景区。

该区从源头治理江河的同时，还
通过多部门联合开展“六个一律”环
保“利剑”专项执法和2017年百日攻
坚等行动，立案查处32家违法企业，
拆除搬迁 57 家生猪养殖户；多形式
宣传“河长制”工作，激发广大群众参
与水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当前，碧江区坚守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全力抓好河流生态环境保
护，全面深化河长制。通过定期召开
河长联席会议，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督促河流“保
洁员、巡查员、监督员”落实到位。加
快推进农村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同
时，积极抓好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畜
禽养殖污染治理等河道污染防治工
作。不断增强解决河段淤积、污染治
理和防洪排涝能力，着力为建设“一
区五地”、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新未
来筑牢生态屏障。

“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
这是曾经的湖南农村环境的真实写
照。“因此‘村收集、乡转运、县
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曾经在具体
执行时遇到困难。”航天凯天环保
公司总经理黄伟说。

困难一方面源于“村收集、乡
转运、县处理”模式垃圾运输距离
超过 20 公里，运输成本很高，另
一方面，县级垃圾填埋场规模小、
运营成本高，地下渗沥液得不到处
理，反而使农村生活垃圾由分散污
染变成了集中污染。

这一局面即将被改变——近
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湖南航天有限责任公司航天凯天
环保公司自主研发的垃圾无害化处
理技术通过第三方检测，填补了国
内中小规模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的
空白。

“针对农村垃圾运输及填埋难
两大痛点，我们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农村垃圾‘1+N’一体化处理
模式：‘1’是指城乡生活垃圾一

体化解决方案，‘N’是指 N 种技
术、产品装备、工艺路线的处理处
置方式。”黄伟表示。

经过潜心钻研，“N”路线的
主力设备——农村小型垃圾无害化
处理站设计成型，根据垃圾处理量
的具体情况，可实现定制化生产。
产品型谱覆盖日处理垃圾量5吨至
100 吨 ， 占 地 面 积 仅 需 200 至
1500平方米。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 40%
的建制村垃圾处理设施缺失，农村
垃圾处理率仅为 40%左右。航天
凯天环保公司的农村垃圾“1+N”
一体化处理模式无疑为解决农村垃
圾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实可行的
方案。

目前，航天凯天环保公司已经
在广东、湖南等地运行上百个农村
垃圾无害化处理站。其中，陕西省
丹凤县农村小型生活垃圾处理站日
处理垃圾量 10 吨，垃圾处理减量
化率达95%以上，且不产生二次污
染，节约运输成本80%以上。

农村垃圾处理新路径

“1+N”一体化处理模式推出
本报记者 姜天骄

经过生态修复后的锦州市小凌河重现生机。 王 野摄

经过市区
两级政府大力
治理后的百里
锦江，成了市
民和游客观光
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毛之侠摄

在国家中心城市中，PM2.5浓度率先达标

“广州蓝”是如何炼成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始终坚持“改善环境质

量、保障环境安全”，尤其是

2013年以来，紧紧抓住实

施国家新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的关键节点，广州市切实

落实国家“大气十条”的有

关部署，以 PM2.5 治理为重

点，兼顾一次污染物减排和

二次污染物防治，不断将大

气污染防治的各项措施引

向深入。2017年末，全面

完成2013年国务院下达的

空气质量改善终期考核目

标任务，使天更蓝、风更清
2017年广州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较2013年增加34天，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及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常住人口

超千万的省会城市中，率先实现PM2.5达标的城市，全面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空气质量改善终期考核目标任务。
（资料图片）

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省会
城市，近年来，广州生态文明改革
带来的“绿色”成果随处可见，频
频刷爆朋友圈的“广州蓝”，更是成
为广州的新名片。日前，广州市环
保局发布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广
州市 PM2.5 达标，全面完成了 2013
年国务院下达的空气质量改善终期
考核目标任务。

PM2.5浓度率先达标

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并确定了 10 项
具体措施。该《计划》要求，经过
5 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
善，重污染天气大幅度减少；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
量明显好转。具体指标包括：到
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
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
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
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

“2013年广州PM2.5年均浓度是
53微克/立方米。当时不少业内专家
认为，像广州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
PM2.5浓度每年要下降一两个微克都
非常困难，要想下降十几个微克，至
少需要10年时间才能实现。”广东省
环保厅大气环境首席专家钟流举说，

“达标很困难，但是我们做到了”。
1月7日，广州市环保局发布的

2017年全年广州地区大气环境相关
检测数据显示，2017年广州市实现
PM2.5 （细颗粒物） 达标 （35 微克/
立方米）。与2013 年相比，年均浓
度下降 18 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降幅达34%；PM10 （可

吸入颗粒物） 年均浓度下降 16 微
克/立方米，降幅达40%；空气质量
达标天数较 2013 年增加 34 天，成
为国家中心城市及地区生产总值超
万亿元、常住人口超千万的省会城
市中，率先实现 PM2.5达标的城市，
全面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空气
质量改善终期考核目标任务。

据介绍，2017年广州市气象条
件总体不利，同比小风天数增加，
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日照偏长，
气象条件总体不利于污染物自净和
扩散。“在全年气象条件并不利的情
况下，广州PM2.5浓度首次达标，空
气质量改善可谓实现了‘逆流而
上’。”钟流举说。

完成3000多项治理任务

过去的一年，广州市民和来穗
的中外宾客都普遍赞叹，广州的

“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广州
蓝”更是频频刷爆朋友圈。

广州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广州市空气环境质量的改
善，与2004年申亚成功后始终坚持
以“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
全”为核心，一张蓝图干到底，持
续提升环境空气质量的决心及其行
动密不可分。尤其是2013 年以来，
广州抓住实施国家新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的关键节点，切实落实国家

“大气十条”的有关部署，以 PM2.5

治理为重点，兼顾一次污染物减排
和二次污染物防治，不断将大气污
染防治的各项措施引向深入。

广州空气治理工作持续有效开
展，首先得益于顶层设计不断完
善。2012年，广州市政府成立了由

42个部门及各区政府组成的广州市
环保工作领导小组，市领导担任组
长。同年，新一轮空气环境大整治
5年行动方案《广州市2012—2016
年空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方案》出
台，部署了十大防治行动、57项具
体措施、8方面保障措施和3000多
项具体任务。

从2014年起，广州开始在全国
率先推进燃煤电厂“超洁净排放”改
造，截至2017年底，全市有35台总
装机容量为535.9万千瓦的燃煤发电
机组或企业自备发电锅炉完成改造。

2017年7月起，广州将黄标车
限行区扩大至全市行政区范围，同
时出台经济鼓励政策促进提前淘汰
黄标车，促使 6.05 万辆汽车报废，
发放奖金共计约4.02亿元，淘汰黄
标车（老旧车）21.6万辆。

为强化扬尘污染治理，广州加
强对全市 2000 多个在用工地的日
常监管，重点加强道路开挖、三通
一平、土方作业等重点作业防尘措
施的监管，有些工地还安装了PM2.5

的在线监测设备，实时掌握工地扬
尘污染治理状况。

此外，广州将加油站、储油库
油气回收系统评估整改工作纳入广
州市2017年民生实事全力推进。通
过深化油气回收治理，建立健全了
业主单位主导、企业自律、政府监
督的油气排放长效管理机制。

保卫蓝天任重道远

“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我
们要有危机意识，接下来仍然要下
大力气，确保稳定达标、稳中求
进，生态环境全面提升。”尽管广州

PM2.5年均浓度实现了达标要求，但
广州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广
州在环境质量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
题，如PM10已达标，但仍存在个别
日均浓度超标；2017 年 PM2.5 压线
达标，尚未稳定达标等。

据介绍，当前广州大气治理面
临四大挑战：一是污染基数大，二
是污染排放刚性增加，三是气象条
件不利，四是群众需求日益高涨。
广州生态环境要想脱胎换骨，还需
依靠社会各界继续共同努力。

对此，广州市环保局有关负责
人透露，2018年广州将持续提升环
境空气质量，重点从六大方面开展
整治工作，一是完善扬尘污染控制
精细化管理机制，健全住建、城
管、环保等部门联动机制，推进一
定规模工地建设颗粒物在线监控设
施。二是加强移动源污染控制，加
快推进公交车纯电动化替代，确保
实现 1 万辆纯电动公交车上路行
驶。三是深化工业污染整治，进一
步推动中心城区污染企业环保搬
迁。四是全面完成 240 家重点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综合整治。五是
研究推进中心区域污染企业的关停
和深入治理。六是健全日常监管机
制，巩固工业燃煤、机动车、加油
站油气回收等整治工作成效。

根据 2017 年 12 月印发实施的
《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规划》，
未来广州空气质量将得到进一步改
善，“广州蓝”更蓝可期。该规划明
确，到2020年，环境空气污染6项
主要指标全面达标，PM2.5浓度力争
达到 30 微克/立方米，达标天数比
例达到90%以上；到2025年，空气
质量进一步提升，总体稳定达标，
达标天数比例达到92%以上。

贵州铜仁市碧江区：

因水而兴 水美民安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韦继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