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州是全国首个地市级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也是
唯一一个创建内河水运转型
发展示范区的地级市。其境
内航道密布，港口岸线资源
丰富，传统水路运输发达。

近年来，港口和航运业
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
时，所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日
益严峻。船舶停靠港口时，
由于部分装卸作业、船上生
产生活用电的需要，辅助燃
油发电机仍需 24 小时不间
断工作，由此带来噪音污染
和环境污染。

为此，大力推广靠港船
舶使用岸电，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有益探索。

所谓岸电，就是安装在
码头的供电系统和接电装
置，船舶接上岸电以取代燃
油发电。在内河港口推广应
用船舶岸电技术，能使船舶
在停泊期间关闭柴油发电
机，减少温室气体和柴油颗
粒持续排放；同时，可以消除
自备发电机组运行产生的噪
音污染，缓解噪声扰民问题，
不仅推动各港口可持续发
展，也有助于构建和谐城区，
协调港口与城市发展。为做
足绿色文章，城东水上服务
区开启了“以电代油”绿色航
运新模式。

城东水上服务区位于号
称“东方小莱茵”的黄金水道——长湖申航道，距离
湖州船闸下游 800 米。它连接了京杭大运河、湖嘉
申线等航道，是长三角地区内河水上主通道，年停泊
船舶 600 余艘。该服务区实施岸电上船后，不仅环
保效益显著，还有效提升了发电效率和能源利用率。

目前，湖州已建成5个水上服务区岸电工程，实
现太湖沿岸（浙江境内）公共水上服务区岸电设施全
覆盖。据悉，通过“以电代油”实施岸电上船，湖州全
年可减少燃油消耗约 520 吨，减排硫氧化物 25 吨、
氮氧化物 14.7 吨、颗粒物 4.8 吨，减排烟气总量 624
万立方米。

今后，湖州将继续深化推进内河港口岸电建设
项目，鼓励、引导水上服务区、港口码头配备岸电设
施，力争“十三五”期间实现湖州市内河港口岸电基
本覆盖。

聚焦绿色发展，我国将进一步推进靠港船舶绿
色岸电使用。预计到2018年年底，京杭大运河全线
公共水上服务区将实现绿色岸电全覆盖，并将在东
部沿海、长江沿线全面推进港口岸电工程建设，最终
打造“两纵一横”绿色运输线。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画龙点睛”
——浙江高质量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平 实习生 徐燕飞

万里长江，滚滚东逝。
地处长三角南翼的浙江，是长江经济带上的重要一

环。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说，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高
质量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从长三角到长江经济带，浙江
主动对接、积极融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发挥优势、
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创新发展，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起到了

“画龙点睛”的战略支撑作用。

激活全社会“生态自觉”

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首要原则。
每年夏季，浙江丽水市遂昌县茶树坪村都会迎来大量

游客。“以前靠砍树卖钱过日子，如今家家户户开起了农家
乐。”据茶树坪村党支部书记黄久富介绍，2008年，村里依
托3万亩杜鹃林，指导农户开办农家乐、卖农产品、开展农
事体验，并实行统一管理，带领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
饭”——人均收入比原来翻了两三番。

在对生态的执着坚守中,丽水这个曾经的“后发地
区”，不但实现生态环境指数连续 14 年居浙江省第一，还
以去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72元、同比增长
9.8%的增速连续第9年领跑全省。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浙江将其列为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必要举措
之一。

思路一变天地宽。2013年起，浙江打出一套以“治水”
为突破口的转型升级组合拳，并创新推出“河长制”，形成
强大的五级联动机制。如今，环顾浙江大地，江湖容颜蝶
变，河川日新月异。数据显示，浙江累计消除垃圾河 6500
公里、黑臭河 5100 公里，全面消除劣 V 类水质断面；省控
断面Ⅰ类至Ⅲ类水质占 82.4%，较 2013 年上升 18.6 个百
分点。在国家首次“水十条”考核中，浙江名列第一。

杭州市拱墅区十字港河曾因截污不到位、市政管网不
配套、河道属于“断头河”等原因，一度成为“黑臭河”。通过
源头截污、河道驳坎、生态治理等一系列治水组合拳，十字
港河变身“水下森林”，成为附近群众健身休闲的首选地。

金华市浦江县的翠湖，由于周边无序开办了大量工业
企业，污水直排入湖，成了人人避之的“垃圾湖”。整治期

间，翠湖关停取缔流域内养殖场 17 家、废塑料加工点 38
家、水晶加工企业 1400 家，累计拆除违章建筑 8.3万平方
米，清除河道垃圾280吨。如今，翠湖草木葱郁、风景如画。

治污为主，水岸同治。“十二五”期间，浙江省完成了铅
蓄电池、电镀、印染、制革等六大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
共关停淘汰企业 2250 家，搬迁或原地提升 3490 家；开展
22个特色小行业整治，完成整治企业近万家。

发展理念转变的同时，发展路径更显强劲。从浙北的
水乡古镇到浙南的田园乡村，从浙西的秀丽山水到浙东的
海岛渔家，一幅“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的动人画卷在
浙江大地徐徐展开。2017年，浙江旅游总产值突破1万亿
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超 11%，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约
7.5%。

打造全流域“黄金水道”

长江历来被称为“黄金水道”。如何让“黄金水道”产
生“黄金效益”，一直备受关注。

浙江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处在中国海岸线的中点位
置。浙江人明白，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使浙江在长江经
济带的陆海联动、江海联运中发挥出独特作用。于是，浙
江以义甬舟大通道为主轴，构建以水陆空多式联运为支
撑、绿色智能安全为特征的集疏运体系。

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巨轮穿梭，吊机林立，气势恢
宏。“宁波与舟山港口的资源不断整合，1+1>2，双线飘红
已势不可挡！”作为一名从业 20 多年的海港老兵，北仑第
三集装箱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伟武难掩自豪。

10多年来，宁波、舟山两港一体化合作不断加深——
宁波港专注发展集装箱，舟山港集中做大做强大宗散货，
齐头并进。2017 年，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
吐量超10亿吨的大港，已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今年 4 月 5 日，全国首艘 2 万吨级江海直达船从宁波
舟山港起航，并于4月9日抵达长江沿岸马鞍山港，标志着
我国江海联运迈出历史性一步。该船由舟山江海联运服
务中心设计制造，它的投用将打破江海联运中的瓶颈，大
大提升长江干线的航运能力。

据了解，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以宁波舟山港为依
托，地处我国南北海运大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的T字形交
汇地带。其境内7条国际航线中，有6条经过舟山，是长江
经济带江海联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开放合作的重要前沿。

“今后，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的建设将实现四大功

能定位、三大功能片区，推进六大重点任务举措，努力打造
长江经济带的‘龙头龙眼’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
略支点，基本建成通江达海、功能健全、服务高效的现代化
江海联运服务体系。”浙江省副省长高兴夫说。

而距离宁波、舟山港 300 公里之外，以“小商品”起家
的义乌，如今已是拥有雄厚货源基地的国际商贸城。义乌、
宁波、舟山三地，在“义甬舟大通道”的串联下，对内辐射长
江经济带，对外辐射“一带一路”，建立起“买全球、卖全球”
的贸易格局。

“以前，我们要去宁波北仑港区提空箱，到义乌装满货
后再通过公路或铁路将集装箱运往港区。现在，可以直接
在义乌提还集装箱，不但节省一半时间，还能省下油耗等
各种经济成本。”义乌市国联物流总经理薛国联介绍。

构建全要素创新高地

依托黄金水道，浙江为自身转型升级争取了一个广阔
的战略腹地，开拓大市场，打开大空间，优化资源要素配
置，实现产业和要素的梯度转移。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经过
多年自主研发，该企业一跃成为国内 IGBT 领域产销最
大、技术领先的专业研制和生产企业。今年一季度，企业
实现了53%的快速增长。

斯达半导体只是嘉兴科技城焕发科技创新活力的一
个缩影。在嘉兴科技城，不少企业的技术或产品填补了国
内空白，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隐形冠军。

全球单一地区最大的压缩机研发制造企业——加西
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代表了“中国制造第一方阵”水平，
成为世界冰箱的“心脏”；闻泰通讯公司则成为全国最大的
手机 ODM 公司。今年一季度，嘉兴科技城高新技术产业
增长率达7%。

在嘉兴科技城强劲的科研实力背后，是一批有着过硬
自主创新能力的平台。近年来，嘉兴科技城先后引进了浙
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江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两大平
台，并创建多个省市重点实验室、研究所、工程中心等。目
前，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已累计引进400多名海外高层
次人才落户创业，孵化了600余家高科技企业。

创新正改变着浙江经济的基因。实施数字经济发展
“一号工程”，推进“互联网+”“企业上云”以及大数据产业
培育等行动，打造之江实验室、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以培育数字经济
新产业为重点，浙江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2017年，浙江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
特征的“三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7.1%。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当前，浙江全面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重要讲

话精神，突出以绿色发展为引领，落实好长江经济带发

展规划和行动方案，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一是深入推进共抓大保护，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加强

长三角区域空气、水污染联防联治是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键所在、难点所在。浙江通过创新流域跨省补偿机

制，不断加强跨省合作，真正做到全省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无死角。在省委、省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下，

浙江提前3年完成国家下达的消除劣V类水质断面任务。

二是建设全省域海洋生态建设示范区，开拓人海和谐

共赢新局面。与一般意义的培育创建活动不同，浙江省海

洋生态建设示范区从开始之初就确定了“全域创建”的高

起点——即要求沿海地区全面发动、全员参与，并通过省

级量化评估、动态管理，实现好中选优，激发示范

创建活力。此外，浙江近年来不断加强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工作已经成为明确摆在浙江沿海各

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答题”和“加分项”。

三是积极加强浙沪合作，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主动

加强浙沪合作，既是浙江落实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要

求，也是浙江推动新一轮发展的动力所在。浙江正在积极推

动沪嘉杭G60科创走廊、宁波杭州湾新区浙沪合作示范区

等重点区域的浙沪深度合作。尤其是2017年嘉兴获批为“浙

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以来，嘉兴接轨大上海、融入长

三角的工作进入了“快车道”。仅2017年，嘉兴市引进上海内

资亿元以上项目52个，实到上海内资80.98亿元。

四是以数字经济为引领，协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数字

经济是引领未来的“新经济”，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

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2348亿元，同比增长16.4%，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9.1%。接下来，要进一步挖掘数字经济带来的变

革机遇，大力提升浙江省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优势。具体

来说，可以加强长三角数字经济合作，共同建设一体化的数

字基础设施，共同培育数字经济生态，共同创建国家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共同打造世界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携手把长

三角地区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五是发挥好江海联运特色优势，增强对长江经济带枢

纽服务功能。2017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10亿吨，

成为全球首个10亿吨大港。今年4月份，由舟山设计建造的

“江海直达1号轮”圆满完成首航任务，这意味着中国水运航

线上出现了真正“宜江适海”的江海直达运输新船型，标志

着中国航运业江海联运新时代正式开启。通过建设舟山江

海联运服务中心，浙江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起到了“画龙点

睛”的作用。除此之外，浙江还加强了长江经济带沿线“无水

港”的建设布局。以义乌为例，浙江通过义甬舟开放大通道

建设，将义乌和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建立起“买全球、卖全

球”的贸易格局。（作者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总经
济师、研究员）

跨区域联动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朱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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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浙江浙江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于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于20162016年获年获

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承担着承担着““点睛点睛””长江黄金水道长江黄金水道、、

连接连接2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任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浙江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汾口镇湿地公浙江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汾口镇湿地公

园是该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的亮点工程园是该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的亮点工程，，公公

园内的景观池塘与周边数千亩油菜花相映成趣园内的景观池塘与周边数千亩油菜花相映成趣，，构构

成美丽的春季乡村图景成美丽的春季乡村图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③③ 全球首艘第二代全球首艘第二代4040万吨矿船万吨矿船““远河海远河海””成成

功首航宁波舟山港功首航宁波舟山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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