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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以河湖治理为突破口，全面提升生态环境

江西全南县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保护

椰城又见清水流

山水林田变了样
本报记者 高兴贵 通讯员 陈声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伟

近年来，海南省海口市落实海绵城市理念，以美舍河治理为突破口，构建生态过滤系统，搭
建生态廊道，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统筹推进“一河一湖一策”，对全市水体进行生态化改造和
生态修复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
海南省海口市曾经是一座水清
岸绿，湖清景秀的水城。伴随着城市
建设的迅速发展，海口也跟全国很多
城市一样，遭受到管网堵塞和水污染
的困扰。

治水之路不平坦
以海口东湖、西湖两个相连水体
的治理为例。30 年前，东西湖处于
海口城市中心，属于密闭性湖泊，也
是当时海口惟一的公园水域。湖水
水面面积 7.5 万平方米，水深 0.8 米
至 2 米，容积约 7.5 万立方米。
东西湖原有沟渠与美舍河相连，
使之有活水补充。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原有的沟渠逐渐被堵死、填平，盖
上了民房。东西湖水成了死水。
“30 年前的海口主城区不大，全
市约一半的雨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
水汇入东西湖和大同沟，然后经五孔
桥入海。直到今天，东西湖污水汇流
面积仍为 138.14 万平方米，地表径
流汇水面积 324.64 万平方米。”海口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邓新
兵说，雨季，混合了污水的雨水流入
东西湖，污染物大量蓄积；旱季，没有
雨水稀释时，污水加之淤泥里厌氧微
生 物 分 解 作 用 ，让 湖 水 气 味 十 分
难闻。
为了治理湖水，30 年前海口就
提出了截污、清淤、引清流入湖几
个环节同步进行的方案。只不过在
当时的条件下，截污是截住晴天时
的污水，用泵站提升再直排入海；
雨天，污水仍溢流进湖里。至于引
清流入湖方案，当时提出了引美舍
河水入湖、打井取地下水补充、利
用自来水补充以及利用海水潮汐补
充 4 个方案。
“但这几个方案都行不通。”邓新
兵说，30 年前，东西湖首次治理，此
后每次的治理都从清淤开始。20 世
纪 80 年代末，海口还曾把从东西湖
中清出的淤泥用于绿化，又是筑坝，
又是换沙，近一年的施工完成后，周
边环境的确焕然一新，但时间一长，
水质又开始变坏。
“ 治 水 思 路 亟 待 改 变 。”邓 新
兵说。

昔日的全南县陂头镇
李家洞是个“光头山”，经
过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保护
修复，
如今绿草如茵，
成为
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上图和左图分别为修复后
和修复前的李家洞。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海口市东西湖是市中心唯一的大型公园和大型水体景观，
有海口
“绿肺”
之称。

从“清淤运动”到综合整治
2017 年 11 月份，东西湖治水的
系统性方案确定。
新一轮东西湖系统治水方案的
核心是什么？
“雨天降低东西湖水位，
增加蓄水空间，缓解内涝；晴天增强
湖体循环，利用自然修复和人工强化
的系统综合措施，恢复水体自净能
力。”邓新兵说，
“ 把这偌大的湖体当
成一个鱼缸。”
“用‘水体循环、自然降解、设备
兜底’这 12 个字可概括东西湖系统
治理的水质净化技术线。”海口市副
市长文斌表示。
2018 年 3 月底，东西湖施工围
挡被拆除，海口市民眼前一亮，只见
一片开阔的湖面，草坡柔和的弧线与
湖岸湿地相接，粉美人蕉、睡莲、鸢尾
盛开，湿地前方是清澈的湖水，几只
小鸭列队在湖面漫游……
治理后的东西湖，降雨量在 13

毫米以下时，雨污混合水首先收集至
大同沟溢流管道，排入市政污水厂处
理。遇到超过 13 毫米的降雨量时，
由于最脏的部分已经排走，大雨来
临，东西湖变成调蓄池，雨污混合水
排入湖里，待雨停后则启用设备净化
水体。
一体化水质净化设备被安装在
人民公园西门附近。大雨过后，东西
湖水经西湖小石桥处闸门流进大同
沟，湖水下降，一体化设备启用，从钢
坝闸处抽取污水进行处理。
当湖水降至 7 万立方米以下时，
一体化设备一天处理 2 万余立方米
水，大约 3 天就可将湖水整体循环一
遍。设备净化后的水，经管道输送至
湖边湿地，从湿地底层渗透，经湿地
植物和微生物的再次净化后溢流入
湖里。
可以说，湖体内部已经构建出一
套相对完善的水生态系统，如水生植
物、水生微生物、生态浮岛、生物滞留
带等。水体循环、自然降解、设备兜
底环环相扣。
“天气晴朗时，
工人们会划着小船
打捞水草。这些专门种植的水草能带
走水里的氮、磷等富营养物质。这是
一次大胆的尝试，我们把过去各类水
质提升的单向技术，系统综合运用起
来，
将东西湖看成一个整体。
”
文斌说。

河湖治理没有终点

设备净化后的水，
经岸边湿地层层净化，
最后流入东西湖。 （资料图片）

海口始终坚持河湖治理的
“五个
一”工作机制，即“一河一策”
“一河一
图”
“一河一表”
“一河一群”
“一河一档”
工作机制，
加强水体治理工作的管理。
这种管理在海口市美舍河治理
中显现出重要作用。2016 年 4 月，
海口市启动了美舍河综合治理工程，
围绕“生态修复”
“ 服务民生”等核心

山东任城发展“美丽经济”

从卖苗木到卖风景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世友 范培倩
前不久，
“红叶嘉年华”在山东济
宁任城区水木童话小镇举办。一眼
望去，近千亩的林中落叶满地，北美
红枫、三角枫、五角枫等 30 多个红枫
品种叶红似火，10 万多株红枫把初
冬的小镇点缀得令人陶醉。不少游
客一边欣赏一边拍照，让美丽的景色
瞬间定格。
“以前卖苗木只能‘单腿跳’，如
今又卖苗木、又卖风景，
‘ 两条腿’走
路走得更稳。”济宁水木童话小镇总
经理付园园说。
近年来，任城区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持续做大做强苗木产业，截至去
年底，全区有 100 亩以上苗木花卉大
户 836 户，苗木花卉合作社、绿化工

鸟瞰山东济
宁任城区苗木基
地。
（资料图片）
程公司发展到 560 余家，带动 1.3 万
户农户从事苗木花卉产业，
年产各类
苗木花卉 3.9 亿株，年产值 38 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5 万元，苗木

花卉产业已成为推动任城乡村振兴
的主导产业。同时，
依托苗木资源优
势，推动林下经济发展，有力促进了
农民增收。

（资料图片）
理念，将水体治理融入生态修复，以
水体治理惠及民生，用生态修复进一
步激活城市的发展动能。
2017 年，按照中央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决策和部署，海口市河长制工
作得到进一步深化，原来由区政府领
导担任河长，今年初调整为常务副市
长担任河长，不久又升级为市委书
记、市长担任
“双河长”
。
2017年3月20日，
美舍河凤翔段
施工第 40 天，园内八级梯田已现雏
形；3 月 26 日，挡墙修筑后，整理出梯
田湿地面积1.4万平方米；
4月2日，
开
始往梯田湿地里填料，
随后种植睡莲、
再力花等水生植物；
4月11日，
三级梯
田完成蓄水实验，经过植物和两层粗
石子、
细石子的过滤，
水逐渐变清。
“凤翔梯田湿地近期每天处理
0.5 万吨生活污水，远期将可处理 1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尾水。它融合了
10 余项中国科学院水处理专利技
术，包括人工湿地的生物生态组合工
艺，高效的反硝化除磷填料组合，植
物固体碳源补充，污水的快速布配形
成动态的保水层等。”海南天泰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坤介绍。
海口治水之路仍在继续。在美
兰区，辖区内 87 个水体纳入河湖长
制管理。
“目前，海口市各区已经建立
区、镇（街）、村（居）三级河湖长微信
工作群、区管水体河湖长制微信工作
群及各职能部门河湖长制联络员工
作群等，把河湖长制工作成员单位的
主要领导、各级河湖长、各单位河湖
长制工作信息员等加到同一个微信
群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河湖长
制工作动态。”美兰区河长办主任肖
超告诉记者，
“ 各个大大小小的微信
群形成一张张‘河湖长工作网’，实时
促进信息共享互通，高效协调处理涉
河湖的各种问题”
。

随着苗木产业的不断发展，
任城
区走上了从卖“苗木”到卖“风景”的
“美丽经济”之路。以水木童话园林
有限公司为例，自 2015 年起，公司就
在苗木培育之外，稳中求变，主动开
启了转型之路。通过规划建设，
把春
季赏花踏青、夏季露营、秋季红叶节、
冬季冰雪嘉年华连接成一条完整的
全年旅游链，
将水木童话小镇发展成
为一个集儿童农场、成人拓展、观赏
园林等功能于一体，
可以深度体验齐
鲁大地传统田园生活的 2A 级风景
区，年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次，旅游年
收入 100 余万元。公司在自身发展
的同时，还带动周边农户，采取发放
技术明白纸、免费技术培训、提供工
作岗位等措施，
带动他们增收。
目前，
任城区已拥有安居四季园
牡丹园、长沟葡萄生态采摘园、运河
湾农耕文化园等规模以上生态休闲
观光企业 20 多家、农家乐 15 家。通
过举办
“牡丹文化旅游节”
“长沟葡萄
采摘节”
“ 水木童话红叶节”等活动，
每年来任城区观光旅游、采摘体验、
休闲养生的游客达 20 余万人次，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走进江西省全南县陂头镇李家
洞，只见满眼绿意，一排排树木挺拔
茂盛，一片片护坡毯郁郁葱葱。让
人难以想象，眼前这幅生态美景，曾
经是个“光头山”，1000 多亩废弃稀
土矿山，
曾经满目疮痍。
由于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稀土开采成为全
南县的热门产业。但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的破坏。对此，
自 2016 年开始，全南县遵循“山水
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提出建设生态美丽全南。2017 年，
稀土矿环境治理项目工程开工，治
理总面积近 3.9 万亩。
经过近 2 年的场地平整、挡土
墙、排水沟、拦沙坝、草皮护坡、植树
绿化、环境监测等修复治理，破坏区
生态开始复原，呈现出勃勃生机，全
南县很多“光头山”都披上了“绿衣
服”。在全南县大吉山矿区，该矿负
责人介绍，在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
盗采盗挖和洗砂，加之有人私挖鱼
塘，造成库区内高低起伏，表面坑洼
高差达 10 多米，整个区域杂草丛
生，坝面积水严重，不仅不美观，每
到雨季还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2011 年 9 月，全南县投资 5000 多
万元，对尾矿库进行闭库全面治理，
经过 5 年的生态恢复、美化和绿化，
如今的尾矿库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在全南县龙源坝镇，一处千亩
蔬菜基地格外引人注目，绿油油的
蔬菜长势喜人。常年耕作在此的村
民巫秀英告诉记者，一年前这里还
到处坑坑洼洼，农民的田地面积特
别小，东一块、西一块，收成也不高，

只够勉强度日。她感慨道：
“多亏实
施了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工程，
才让这里变了样。”
龙源坝地处山谷地带，多年来
地势凹凸不平，农民的责任田也多
半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山丘上。
2017 年 7 月，全南县作为赣州市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项目的试
点，对 4000 多亩农田进行了重新规
划和土地平整，项目区高程在 210
米到 276 米之间，农民的责任田被
集中安置，比如巫秀英家的 7 亩田
就被改造成方块状的标准田，集中
分布在一处。
“ 田平了，田埂也搞好
了，现在我去田里只有不到 10 分钟
的路程。”巫秀英说。
在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
项目试点过程中，针对区域内的生
态环境问题，全南县还重点推进流
域水环境保护与整治、矿山环境修
复、水土流失治理、生态系统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土地整治与土壤改良
5 大类 29 个工程。
与此同时，全南县加强城乡环
境整治，通过生态修复做到还绿于
民、还景于民，并加快推进总面积
898.9 公顷的桃江国家湿地公园、若
湖塘湿地公园建设与保护。目前，
该县城区绿地率达 40.75%，绿化覆
盖率达 46.23%。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耐力、
华鼎等 35 家电子信息企业落户全
南县，总投资达 71 亿元。同时，天
龙山景区旅游等众多好项目也抢滩
全南县。全南县成功创建省级生态
县，
“江西省森林城市”
“全省工业园
区集约节约用地先进县”等荣誉也
接踵而至。

《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印发

美丽洞庭湖有了新目标
本报讯 记者熊丽报道：国家
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七部门
近日印发《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规划》。规划区范围 27.16 万平方
公里。该规划是未来一个时期指导
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基本
依据。
作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
湖是我国水量最大的通江湖泊，是
长江中下游重要水源地、湿地和农
副渔业生产基地，在保障长江中下
游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和
航运安全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素有“长江之肾”之称。保护好
洞庭湖水质，持续改善洞庭湖流域
生态环境，对调节长江径流、维护洞
庭湖生态功能、促进地区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乃至保障长江流域生
态安全和水安全、推动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 2014 年国务院批复《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规划》以来，湖南、湖北

两省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洞
庭 湖 水 环 境 治 理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但受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制
约，以及近年来入湖江河水文节律
的变化影响，洞庭湖面临部分地区
供水保障能力不强、水体污染形势
严峻、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
通过实施《洞庭湖水环境综合
治理规划》，
到 2020 年，
洞庭湖区城
乡供水安全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水
质富营养化程度将下降，规划区水
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将得到遏
制，生态系统功能将有所改善。到
2025 年，洞庭湖区城乡供水安全将
得到全面保障，规划区水生态环境
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生态系统良性
发展。到 2035 年，洞庭湖区水资源
水环境承载能力将与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水安全保障要求相适
应，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规划区
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部达标，建设美
丽洞庭湖目标将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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