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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横跨长江的马鞍山长江大桥。

王文生摄

图② 铜陵市长江生态岸线大通段景观整治工程实

施后优美的长江岸线。 管培利摄

图③ 哈工大机器人（合肥）智能装备双创基地工业

机器人展示区。 管培利摄

图④ 在合肥“中国声谷”，咪鼠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在展示智能语音鼠标。 管培利摄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总书记“把好山好水保

护好”的指示要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面

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着力构筑

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和重要经济增长极，积极为推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作出安徽贡献。

坚持对标对表，切实增强全面打造美丽长江（安徽）

经济带的政治自觉。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是牵动

发展全局的大事要事。强化看齐意识。我们从坚定“两

个维护”的高度，通过召开省委常委会、深改组会议、全省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工作会议等形

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责任担当。强化高位推动。省委、

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和省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与有关方面同志一起，

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从八百里长江安徽段最上游同

马大堤起点到最下游驷马山江苏交界处，深入沿江五市

开展千里踏查检查督查，多次就巢湖新一轮综合治理开

展实地调研和现场办公，总结推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建设经验。强化规划引领。制定实施《安徽省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规划》《巢湖综合治理绿色发展总体

规划》，出台《关于全面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

丽长江（安徽）经济带的实施意见》，进

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任

务书。

坚持调绿调优，积极探索全面打造美丽长江（安徽）

经济带的科学路径。我们努力走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之路。把生态优先作为首要任

务。深入开展“三河一湖一园一区”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谋划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设立河（湖）长 52687 名。在全国率先开展林

长制改革，设立林长 50358 名，以林长制促进“林长治”。

今年上半年，全省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4.6%，同比

上升7.1个百分点。把系统治理作为科学方法。持续抓

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开展长江环境污染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长江安徽段非法转移、倾倒固废

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统筹推进铁腕治矿、重拳治砂、从严

治岸、科技治超、精准治污。长江干流安徽段以Ⅱ类水质

为主，总体水质优，主要支流总体水质良好。把绿色发展

作为根本出路。着力下好创新先手棋，加快推进“四个

一”创新主平台和新时代“一室一中心”建设。统筹推进

“三重一创”建设，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集成

电路、机器人等 2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培育建设智

能语音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着力打造内陆开放新

高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推动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制造业大会。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主要指标增幅高于全国、好于预

期、位次靠前，生产总值增长8.3%，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增长18.8%，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分别下降4.99%和5.1%，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

坚持抓主抓重，系统部署全面打造美丽长江（安徽）

经济带的攻坚行动。我们以

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为主线，科学划定1公里、5公里、15公里三道

生态防线，扎实开展七大重点行动。一是着眼推进生态

空间管控，在“禁新建”上见行动。沿江 1公里范围严禁

新建项目，沿江5公里范围严控新建化工项目，沿江15公

里范围严把各类项目准入门槛。二是着眼推进旧动能腾

退化解，在“减存量”上见行动。整治“散乱污”企业，今年

年底前干流沿岸 1公里范围内实现关闭企业场地人清、

设备清、垃圾清、土地清。三是着眼推进生态防控网络构

建，在“关污源”上见行动。管住入河口、港口、船舶排污，

不让一滴污水直入长江。四是着眼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进园区”上见行动。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和

项目、5 公里范围内难以就地改造达标的重化工企业和

项目全部依法搬入合规园区，15公里范围内的新建项目

及化工项目全部入园。五是着眼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在

“建新绿”上见行动。大规模开展长江干流两岸绿化，加

强自然湿地修复和综合整治。六是着眼推进环境污染治

理，在“纳统管”上见行动。将园区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

全部纳入统一污水管网，实行统一管理、不留死角。七是

着眼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在“强机制”上见行动。加强规

划编制、交通建设、环境保护、市场机制对接，协力将长江

经济带打造成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坚持压紧压实，着力构建全面打造美丽长江（安徽）

经济带的责任链条。我们必须以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

抓好任务落实，积小胜为大胜。健全责任体系，建立污染

防治联防联控机制，强化省直各部门、各市县生态环保责

任。推进真督实察，建立突出环境问题省市县三级领导

包保整改责任制，加强跟踪督办。严格追责问责，落实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责追究”，认真执行信息

强制性披露、环境损害严惩重罚等制度，以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守护好绿水青山。

着力构建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李锦斌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安徽在整治环境突出问
题、优化生态空间布局、推动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等方面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皖江地区生态体系质量和稳定性逐步
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持续显现。

长江流经安徽 400 余公里，被称为“八百里皖江”。
近年来，安徽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面打造“水
清岸绿产业优”的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长江安徽段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升。

做好“水”文章 确保清水东流

慈湖河是马鞍山市的“母亲河”。受工业污染影响，
这条径流不长并最终汇入长江的小支流前些年变成了臭
水河，成为许多市民眼中的“污点”和心中的“痛点”。近
年来，马鞍山下大力气开展慈湖河中游整治，成效明显，
水清了、岸绿了、生态修复了，河道两岸也成了市民茶余
饭后的休闲好去处。

同样的还有巢湖。作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近年
来，巢湖的生态湿地修复保护、点源污染治理等成效显
现。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告诉记者，通过
提高思想站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科学保护等，巢
湖综合治理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如今，每逢周末或节
假日，环湖旅游大道、湿地森林公园等都是游人如织。

为守护一江碧水浩荡东流，安徽省围绕“水”字做足
了文章：推进水污染治理、加强水生态修复、全面保护水
资源。加强化工企业污染防治，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加强农村农业面源污染整治；推进全省船型标准化，拆改
老旧运输船舶 2000 余艘，改造生活污水排放不达标船
舶4000余艘；划定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

实施综合整治 还岸线以绿色

抬头看长江浩荡，低头阅丛书万卷，这样惬意的阅读
体验何处可寻？在铜陵市的长江江岸，就有一座古朴与
现代元素结合的钢构玻璃书吧。走进其中，各类书籍摆
放整齐，正值暑假，坐满了正在阅读的中小学生。

谁能想到，这样一座环境优美温馨典雅的书吧所在
地，原是一处脏乱的小码头。铜陵市副市长吴强告诉记
者，沿着铜陵的江岸原来有很多小码头和黑砂小加工厂，
垃圾多、粉尘多，还存在很大安全隐患。经过持续综合整
治，现在的铜陵长江岸线美了、绿了，铜陵市民的生活也
从“有江看不到江”变为“有江看得到江”。

近年来，安徽持续开展沿江非法码头和非法采砂专
项整治行动。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底，234座非法码头已全部拆除，并于今年1月全部完成
生态复绿。

长江马鞍山段岸线曾有80多个非法码头，2017年，
马鞍山启动非法和无证码头专项整治。截至目前，80多

个非法码头全部拆除，共清理出岸线资源约 10公里、滩
涂及后方土地约1000亩。

加快转型升级 推动产业优化

走进安徽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绿树掩映、
鲜花盛开，绝非传统印象中的化工企业。圣奥化学总经
理李世伍说，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环保投入、进行产品工
艺革新，并与一路之隔的焦化厂绿色循环经济合作：焦化
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汽和焦炉煤气，之前都白白排掉，
现在通过管道引入圣奥化学被使用，既节约了能源，也降
低了污染物排放，一举多得。

近年来，安徽开展了不同类型的国家级循环经济试
点示范创建，并推动化工、轻工等各类产业园区开展循环
化改造，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提高资源产出率。“长江经

济带的保护与发展要坚持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合肥近
年来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既有重大科学装置，
也有原创性、颠覆性研究成果，目前正在建设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宋国权说。

据介绍，安徽近年来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
快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规划建设合肥滨
湖科学城，深入推进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同
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相继开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
智能家电等2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建设。

转换新旧动能 共建美好家园

共抓大保护需要各方形成合力。近年来，安徽全面
落实“河长制”“湖长制”，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已建
立。去年以来，安徽还试点开展“林长制”，为建设绿色江
淮美好家园提供更加完备的制度保障。

各地各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近日，安徽省人民检
察院印发《关于在安徽省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中加强检察监督工作的意见》，强调综合运用侦查监
督、审判监督、公益诉讼等法律监督手段，加强对长江流
域的整治和修复，有序开展打击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污染
水体、岸线非法采砂等“小专项”活动。今年以来，安徽省
对长江安徽段污染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改，截至5月底，
共排查出涉固废问题1719个，已完成整改1644个。

近日，安徽省印发《关于全面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
丽长江（安徽）经济带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美丽
长江（安徽）经济带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水生态环境质
量显著改善，岸线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新旧动
能加快转换，产业结构明显优化。

守护“八百里皖江”碧水东流
——安徽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白海星 文 晶 管培利

面朝浩渺长江，北倚绿树繁
花，被誉为安徽铜陵“外滩”的滨
江生态岸线，宛如一条绿色飘
带。如果不是亲眼见证，很难将
这里与曾经“临江不见江”的尴
尬历史联系起来。如今，滨江生
态岸线已成为市民和游客锻炼、
观光的休闲公园。

滨江生态公园位于铜陵主
城区西部滨江大道，西侧紧临长
江，东接天井湖公园，南起金山
西路路口，北至笠帽山北麓，全
长3.2公里，是一座开放式的公
园，也是铜陵市首个临江公园。

滨江公园建成之前，滨江生
态岸线脏、乱、差，小码头无序经
营，大量噪音、粉尘污染弥漫，江
砂随处堆放，建筑垃圾随处可
见。此外，流经铜陵市中心的通
江内河黑砂河，因上游段经过矿
区，加之沿岸生活污水直排，导
致水质污染、臭味浓重，阻隔了
铜陵市民与长江的亲近。

铜陵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
试点城市后，建设生态山水铜都
的步伐显著提速，《铜陵生态市
建设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等相继出台，铜陵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5.93% ，城 市 绿 化 率 达
46.01%，城市重要水源地林木
绿化率达90%以上，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16.01 平方米，2017 年
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铜
陵滨江生态公园应运而生，原来
脏、乱、差的岸线被整洁的木栈
道、清澈的江水、舒适休闲的阅
读点所取代，抛石护岸、植草砖
护坡等工程也极大提高了长江
岸线的防洪能力。

2016 年 4 月，铜陵市在安
徽省率先建立四级“河长制”，将
全市23条河流、15个湖库纳入

“河长制”管理，并编制“一河
（湖）一策”。铜陵市还对黑砂河
进行了生态岸线整治，所有生活
污水和工业废水集中到铜陵市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后再
排入长江。通过划定生态红线，实行负面清单，所有污染项
目一律不准进入长江沿线，长江铜陵段水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断面水质达到了国家三类水质标准。

据测算，滨江生态公园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500余吨、
空气浮尘600余吨，可释放氧气350余吨，清除多处噪音污
染源，既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亲江观水、运动健身、赏花观草
的好去处，也为大自然送上了一份人类的“礼物”，曾经消失
的江豚，又在江中嬉戏，曾经几乎绝迹的鸟类，又在江边飞
翔…… （孙照柱 张援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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