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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
视察湖北，首站就到宜昌。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中强调，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说不要大的发
展，而是要科学发展、有序发展。如何做
好长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篇大文
章，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湖北省委常委、
宜昌市委书记周霁。

周霁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擘画长江
经济带战略，把生态修复列为长江经
济带建设的首要课题，中华民族母亲
河永葆生机活力有了路线图、总抓手。

“推进长江大保护和生态修复治理，
宜昌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周霁表示，
生态环保是必答题、不是选择题。我们始
终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本着对
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
神来审视和解答

好这道“必答题”，以压倒性力度狠抓长
江大保护。发展保护是有机统一的、不是
割裂对立的，在推进落实“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过程中，既强力攻
坚，抓好生态环保问题的补短攻坚，又紧
紧扭住生态环保治本之策，注重从源头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近年来，宜昌始终把“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作为规矩和导向，不
怕刀刃向内，坚决摆脱对低端落后产业
的思想依赖和发展依赖，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扎实推进长江大保护和
三峡生态修复治理。一是推进化工转型

“关改搬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启动
化工企业专项整治和转型升级三年行
动，扎实推进134家化工企业“关改搬
转”分类治理，集约发展，沿长江一公
里红线正全面形成。二是打好综合治理

“ 组

合拳”。实施截污、清污、减污、控
污、治污工程，守住山头、管住斧头、
护好源头，治理不达标水体11条187公
里 ， 长 江 、 清 江 网 箱 养 殖 全 部 “ 清
零”，推进河 （湖） 长制“市县镇村”
四级全覆盖。三是做好生态修复“大文
章”。坚持“四季挖窝、三季种树”，生
态复绿岸线 66 公里。取缔、关停长江
干支流非法码头 192 家，关闭采砂场、
矿山240家。宜昌化工产业转型和污染
治理坚冰已破，人民群众期盼的蓝天白
云、绿水青山、鱼翔浅底景象正逐步重
现峡江大地。

周霁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我们始终坚持对标中央要求，结合宜昌实
际，立足常态长效。一是强化规划管控。
扎实推进“多规合一”，初步形成了以总
体规划为统领，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规为

支撑的规划体系。二是强化
生态立法。初

步构建水、土壤、大气“三位一体”的生
态环境保护法规制度体系。三是强化制度
创新。创新“公安+环保”执法模式，破
解环保行政执法震慑力不足的问题。成立
全省首个流域性综合执法部门黄柏河流域
综合执法管理局，对境内的黄柏河进行全
流域综合治理。四是强化全民教育。开展

“生态小公民”教育活动和“三峡蚁工”
志愿者活动，推出全国首套生态公民教育
校本教材，设立全国首个“生态市民
日”。五是强化区域合作。深入开展长江
宜昌段生态环境修复和三峡生态治理试
验，与荆州、荆门、恩施等地建立上下游
联动、跨区域保护的联动机制。

“长江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
的一场大考。”周霁表示，宜昌将做好生
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
章”，加快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三大变革”，努力在保护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上站排头，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上争一流。

6月21日，像往常一样，湖北
宜昌摄影爱好者刘曙松一大早就
来到长江边，架起“大炮”，守候着
江豚。上午 8 时许，在长江葛洲
坝下游江段的晨雾中，江豚时不
时从水里探出头来呼吸，最多时
可以看到 3 头依次露头，相隔不
过3米远。

“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江豚
家庭。”刘曙松告诉记者，根据他
多年观察，这一区域目前共生活
着不少于 12 头江豚，为近 10 年
来最多。

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的江豚
淡水亚种，在地球上生存已超过
2500万年，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
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等区
域。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水位下
降、水质等因素影响，近20年来种
群量快速衰减，已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极危物种。

“从葛洲坝起，向下游 60 公
里范围，是宜昌中华鲟保护区。
2012 年长江江豚科考宜昌江段
监测到 3 头江豚。最新监测确
认，在宜昌江段有十几头江豚，至
少有3个家族。”宜昌市渔政监察
支队副支队长莫宏源介绍，江豚
以小鱼虾为食，逐鱼而居。“随着
长江大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宜
昌江段水质变好，小鱼儿多了，把
江豚给吸引来了。”

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
考察队在武汉至宜昌江段共监测到102头次江豚。宜昌
江段已成为江豚活动的重点区域。

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
作人员陶乐介绍，该保护区现每年新生江豚8至10头，
现共有江豚85头，“成为稳定增长的江豚种群”。

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马道
云介绍，该保护区150公里江段，涉及洪湖、嘉鱼、赤壁、
临湘四县市，2012年科考监测到11头江豚，2017科考则
监测到17头。

2012 年科学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江豚数量已从
1991年的2700多头下降到1040头，仅是国宝大熊猫的
一半。据介绍，在整个长江干流江豚数量下降的情况下，
长江湖北段的江豚数量不降反升，原因主要是长江生态
环境转好，禁渔期延长，渔业资源恢复，沿江厂矿企业污
染源减少，沿江码头治理初显成效等。以宜昌市为例，当
地政府拆除沿江化工厂、畜禽养殖场、沿江砂场，进行大
力度生态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长江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保护江豚，湖北省持
续多年的努力终于见成效。几位受访者都表示，保护江
豚已是刻不容缓，大家要携起手来，保护好长江，守住绿
水青山，留住江豚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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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推进长江大保护这道“必答题”
——访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书记周霁

本报记者 郑明桥

地处长江之“腰”，境内长江干线长达
1061公里，坐拥最长长江岸线的湖北，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把握好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
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大
文章”，奏响了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用好绿色“指挥棒”

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
农产品优质安全，湖北使命特殊；抓好长
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湖北责任
如山。“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湖北在打响一场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同时，也在思想上打响了一
场树立新理念的攻坚战。

“做好长江大保护‘辩证法’，处理好发
展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加法与减法、治标
与治本的关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说，
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将抓好长江大保护，
作为确保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的经济增
长，将修复长江生态放在压倒性位置。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路
径选择！

保护长江，规划先行。湖北在沿江省
市率先编制实施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
绿色发展总体规划，从源头上立起生态优
先的规矩。全省约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被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长江干流及主
要支流岸线1 公里内严禁新建重化工及
造纸行业项目。长江大保护，既要有“快
思维”，也要有“慢思维”。对科学利用水
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统筹港口岸线资源
和安排一些重大投资项目，湖北坚持规划

“留白”理念，从长计议，绝不让今天的发
展成为明天的包袱。

湖北还建立了绿色 GDP 考评体系，
坚决纠正把GDP增长与环保相对立的倾
向；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
各级领导干部环保责任；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全省4230条河流、755个湖泊都有
了河（湖）长。

“强调保护，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
在坚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追求科学、有
序的高质量发展。”湖北省省长王晓东说，
湖北要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把长江真正建设成生态廊道，“坚决
防止把长江搞窄了、搞浅了、搞臭了”。

打出治本“组合拳”

今年1月，武汉长江跨区断面水质考
核奖惩和生态补偿机制正式实施，此举是
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特大城市，在长江武
汉段水质优良情况下的全国首创。长江

科学院副院长陈进说，跨区断面水质考核
办法牵住了“牛鼻子”，牵动了沿线政府汇
聚更多的力量参与长江大保护。

在城市污水处理的建设领域，武汉更
是屡屡创下之“最”。全国一次性建成的
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在青山北湖边悄
然长大。北湖污水处理厂明年建成投运
后，可日均处理生活污水80万吨。

武汉的探索只是湖北瞄准生态“痛
点”，治山治水治企治人，打出标本兼治

“组合拳”的一个缩影。
清理水源地安全隐患过程中，黄石市

成立了专项整治指挥部，25 天就拆除了
15家非法码头泊位和2处厂房，紧接着又
关停3家码头、1家工业企业，以雷霆手段
完成整治任务。多年劣Ⅴ类水质的天门
河，实施重拳整治，沿线200多家养殖场
已关停，100多处围网全部拆除，目前水
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生态环境是面向未来的最大竞争力，
必须穿“新鞋”，走“绿道”，坚定实施大保
护大整治大修复。今年起，湖北强力攻坚

“厕所革命”、精准灭荒、乡镇生活污水处
理、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理等 4 大生态
工程。

探路高质量发展

曾靠山吃山。鄂东小城赤壁，曾拥有
矿山采石企业43家，但滚滚财富的代价，
是山体的累累伤痕。曾靠水吃水。鱼米
之乡洪湖，大湖水面围网养殖，曾让洪湖
不见“浪打浪”，只见“竿连竿”。

怎么办？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成
为湖北沿江地市的共同选择。

还是赤壁，当地政府刮骨疗毒，坚决
关闭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矿山，如今只
有1家通过验收，恢复生产。还是洪湖，
15.5万亩围网，已全部拆除。

财路，真的由此断了吗？赤壁市市长
李朝曙说，没了小采石场的收入，但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逐年递增，赵李桥砖茶获批非
遗，可见绿色与发展不是对立关系。洪湖
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朱俊华畅想，
未来的洪湖，一池清水连天碧，会给当地百
姓增加旅游收入，绿色与发展可以共赢。

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倒逼
湖北各地向改革要红利，坚持减法、加法

一起做，加速产业腾笼换鸟，努力实现大
保护下的高质量发展。

市场之手，鼓荡绿色新风。围绕水污染
治理、水生态保护、水资源利用，湖北初步建
立总投资1.14万亿元的项目库，助力长江大
保护；湖北“碳市”交易量、交易额全国第一，
现代“卖碳翁”以市场手段减排增效。

流域共治，撑起绿色“保护伞”。面对
穿城而过的清江水，宜昌市、恩施州健全
流域生态环保责任机制，创新出“跨县市
水质交接”制度，让每个河段的环保接力

棒都能接得好、跑得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意

识正影响着湖北的沿江城市、企业。荆州
启动“一城三区、一区多园”建设，计划到
2020 年，先导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全市的 80%以上；黄冈的晨鸣
造纸项目也在不久前重新设计了方案，增
加了数十亿元的环保投资。

沐浴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
春光，一幅巨大的长江岸线生态优美画
卷，正在湖北铺展延伸。

演绎长江绿色发展“辩证法”
——湖北坚定走长江生态环境修复保护之路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① 长江荆江段，荆州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今年新生151头麋鹿。 杨雄飞摄

② 郁郁葱葱的武汉南岸嘴，为保护生态“空置”19
年。在这长江汉水交汇形成的半岛上，抬眼即可领略两
江交汇、三镇鼎立的宏大气魄。 汪长青摄

③ 6月，长江宜昌段，江豚在水中嬉戏。 刘曙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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