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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持续推进“七河”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汾水今日复清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存瑞 梁 婧

木兰溪是福建莆田的母亲河，
发源于福建戴云山脉，干流总长
105 公里、流域面积 1732 平方公
里。受海潮影响，木兰溪时常泛
滥，灾害不断。经过多年全流域系
统治理，木兰溪2017年被评为全国

“十大最美家乡河”。
在日前举行的“新时代木兰溪

全流域治水理念高端论坛”上，与
会专家学者指出，福建莆田木兰溪
全流域治理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
中国提供了生动范本。

“木兰溪治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
就。”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指出，治水

需坚持四条原则：一是节水优先。我
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危机，必须要
节水优先，控制需求，不能以需定供；
二要做到治污为本，在源头控制污
染；三要多渠道开源，多注意利用非
传统资源，包括雨水、海水、污水处理
厂处理出来的再生水，它们都是宝贵
的水资源；四要建设海绵城市，防止
洪涝灾害。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经济研
究中心副主任王月华认为，木兰溪
全流域治理是实施生态保护、实行
生态治理、实现生态效益、增进生
态福祉的典范；是山水林田湖草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实
践，同时也是可借鉴、可复制、可
推广的建设生态文明样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所长魏后凯认为，木兰溪全流域
系统治理的经验主要体现在因地制
宜，遵循科学规律；统筹兼顾水安
全、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并实
行联动；实施水安全、水环境、水
生态、水文化、水管理五位一体；
注重长期治理和长效机制建设。“全
面总结木兰溪全流域系统治理的经
验，对于推进我国水生态文明建设
和流域综合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魏后凯说。
从水患频发、谈溪色变，到变

害为利、造福人民，木兰溪的“蝶
变”，是莆田市落实“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
新时代水利工作方针，着力构建水
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水经济、水文化六大体系的生动实
践。“我们将继续实施好 18 项工程，
推进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莆田，努力为建设美丽中国
提供生动范本。”莆田市委书记林宝
金说。

专家研讨全流域治水理念

木兰溪“蝶变”提供可复制治理范本
本报记者 曹红艳

为了让汾河这条山西

的母亲河重现“汾河流水哗

啦啦”的秀美景象，山西省

实施以汾河为重点的“七

河”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让一度“有河无水、有水皆

污”的汾河重获新生，汾河

干流再现“汾水长流”景象，

山西的生态环境也随着水

生态的修复开始有了质的

转变，一幅“人说山西好风

光 ”的 美 丽 画 卷 正 徐 徐

展开。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看
杏花……”上世纪 60 年代一首脍炙
人口的歌曲《汾河流水哗啦啦》唱出
了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两岸的秀美
风景。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汾河沿岸成了山西省工业集中发展
地区，长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使得汾
河沿岸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
最为严重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
汾河一度断流 280 天。为让“母亲
河”重现生机，山西省打响了汾河生
态修复攻坚战。

全流域修复“母亲河”

自上世纪 50 年代到本世纪初，
山西省先后组织实施了 4 次大规模
的汾河综合治理。到2008年，已基
本实现全年不断流，流域地下水位
止降回升。但总体看，水域面积萎
缩，植被减少退化、河流污染严重
等问题仍突出，生态环境未得到根
本好转。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将汾河流
域生态修复纳入“十三五”经济社会
发展标志性工程加以推进。2015年
7 月，印发《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
纲要（2015—2030年）》；10 月，汾河
流域生态修复首批试点工程开工。
2016 年 4 月，水利部与山西省联合
印 发《汾 河 流 域 生 态 修 复 规 划

（2015—2030年）》，汾河流域生态修
复工程上升至国家治水战略层面。

“2017年《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
修复与保护条例》实施，相关配套意
见也相继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汾河流
域生态修复与保护长效机制。”山西
省水利厅厅长常书铭说，“我们采取
节水优先、退还被挤占的河道生态用
水、用好本地水、洪水资源化、污水资
源化、地下水关井压采6条措施让水
量丰起来；从治污、进行水动力重构、
提高污水排放标准三方面发力，让水
质好起来；大力进行绿化，实现河道
景观化、河流生态化，划出水岸线、生
态保障线、产业开发限制线 3 条线，
让汾河流域风光美起来。”

为了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山西充分发挥政府财政“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用有限的财力通过最大

限度的市场化运作，成立汾河流域投
资公司作为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
投融资、建设、运营主体，对汾河进行
全流域系统治理，以投资主体一体化
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

汾河再现好风光

在太原市上兰村西南，汾河水从
峡谷出山口奔涌而出，顺河道蜿蜒而
下。上兰村村民王有寿说：“以前汾
河就是乱石滩，垃圾遍地，一下雨就
把周围淹了。后来上游建好水库，不
怕水淹，却也没水了。这几年，通过
治理，河里水大了，也清了，城里人都
到我们这里来游玩。等汾河一坝治
理好后，我们上兰村肯定会更美！”

作为太原市最大的景观廊道，汾
河两岸经过一二期治理已彻底改头
换面。两岸带状绿化平台上分布着
6个景区、4个广场、10个园子，建设
了14个各具特色的景观景点。每当
夜幕降临，景区内 7000 余盏灯饰与
滨河东西路4条光带交相辉映，展现
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美景。汾河
太原段治理三期工程项目部综合办
主任侯刚说，目前，汾河三期工程正
在加快推进，建成后将与一二期工程
合计形成全长 32.5 公里的绿色长
廊，“既是市民休闲健身娱乐活动的
场所，也是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水

上运动比赛场地，同时将对太原市的
防洪排涝、空气净化、气温调节等发
挥重要作用”。

“汾河的生态环境改善之后，多
年不见的鸟类又出现在我的镜头
中。”太原市生态摄影师胡少荣告诉
记者。在汾河太原段几乎断流期间，
他仅能拍摄到 5种到 8种鸟类，而汾
河景区建成之后，已有160种鸟类被
他的摄影画面捕捉到。

多年不懈治理为山西“母亲河”
带来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同时，经济效
益也正在显现。文水县刘胡兰镇王
家堡村的 1100 余亩汾河滩涂地，引
进社会资本改造为 900 亩世泰湖。
如今，这里不仅每年给地下补水 60
多万立方米，而且成为蓄水灌溉、特
色种植、水产养殖、休闲旅游为一体
的省级水利风景区。临汾市“百里汾
河生态经济带”规划建设的园区中，
18个工业园区销售收入占到全市规
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的一半以上；
10个农业园区有 8个形成规模；5个
文化旅游园区中的16个旅游景区全
部实施开发。

一河一策治“七河”

近年来，山西实施了大水网建
设，并启动了汾河、桑干河、滹沱河、
漳河、沁河、涑水河、大清河“七河”生

态修复。“七河”生态修复明确以全面
推行河长制为抓手，结合河流自然环
境、社会经济情况、水资源条件等因
素，实行“一河一策”，坚决消除黑臭
水体，解决河流径流减少、水体污染
严重、地下水水位下降、岩溶大泉断
流、水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
2017年，山西省、市、县、乡四级河长
制体系建立，2.1万多名河长上岗。

治污、调水、绿岸、关井、增湿、节
水……山西省坚持尊重自然、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重视生态修复治理的
整体性和系统性，明确了重点治理措
施，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促进
水资源高效利用。实施生态调水，增
加地表水资源量；实施退耕还湿，恢
复和增加蓄滞洪区、湿地、人工湖泊；
严格控制流域内地下水开采；依法全
面关停重点泉域保护区和河源保护
区内煤矿；依法划定“七河”及其主要
支流的源头保护区，开展封山育林、
恢复植被、涵养水源、增加基流、兴水
增绿。在平川及城市区控制污水排
放，实现污水资源化。

“在‘七河’治理中，我们按照系
统治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思路，
首先以汾河流域为重点，先行先试，
之后再拓展到‘七河’治理中，进行全
流域系统治理。我们遵循五大原则，
重点创新‘六大机制’、实施‘六大工
程’，把每一张图纸、每一寸土地都按
规划落实到位。突出政策支持合力、
创新建管机制、完善实施制度3个方
面的保障，推动工作落实、政策落地，
确保‘七河’生态保护与修复有效推
进。”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工作处处长
武锦华说，目前，山西已在汾河干流
源头和杨兴河、昌源河、文峪河、洪安
涧河4个主要支流源头设立保护区，
且保护区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下一步，山西将按照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扎
实推进水污染防治等六大工程，切实
完成各阶段治理目标。”常书铭说，

“通过一系列举措，未来以汾河为重
点的‘七河’流域将呈现山水相依、林
泉相伴、河湖相映、溪水长流、湖光山
色的田园风光，成为植被葱郁、水流
清澈的‘生态长廊’、适宜人类生活的

‘宜居长廊’、道路通畅的‘交通长廊’
和经济发展的‘富民长廊’。”

2018年12月8日，汾河三坝清淤工程开工。 本报记者 刘存瑞摄

广西贺州推广装配式建筑

“搭积木”搭出新产业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李军田

姑婆山小镇是广西贺州市为推
进旅游发展重点规划打造的 4 个

“旅游小镇”之一。不久，姑婆山小
镇路花新村项目将破土动工。

据了解，姑婆山小镇路花新村
项目占地面积246.9亩，将建设400
套安置住房。与建设其他安置小区
不同的是，该项目将采用装配式建
筑方式进行施工。

2018 年 9 月份，广西壮族自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大力推
广装配式建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
作方案》，要求全区各地在农村地区
推动建造方式创新，大力发展装配
式农房，提升村容村貌，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卢成军说，姑婆山小镇路花新村项
目是贺州市有序发展装配式农房的
一项重要举措。

经过大力培育，装配式建筑产
业已经在贺州市发展起来。如今，
这一生态环保的建筑方式已逐渐从
城市向农村拓展。

在贺州市城东新区的“桂东广
场”项目工地上，工人们正在为一幢
高20层、总建筑面积为4.18万平方
米的楼宇“搭积木”。

这是贺州市首个采用 EPC 工
程总承包模式的装配式钢框架核心
筒结构写字楼项目，装配率超过
70%。

桂东广场项目经理宾福荣介
绍，与传统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他
们在施工时极少使用砂、石、水泥等
材料，从根本上避免了尘土飞扬、废
物堆积和噪声等污染问题。

2016 年 10 月份，贺州市被列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装配式建筑试

点城市。此后，贺州市在装配式建
筑的发展上就像是一台上满发条的
机器高速运转起来。

目前，在贺州市落地建设的装
配式建筑生产基地企业有 9 家，包
含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新型
墙材、全装修部品部件等各个领
域。其中，6个产业基地已投产、3个
产业基地正在建设中。与此同时，
还有200多家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相
关企业在贺州市如雨后春笋般“生
长”出来，这些企业涵盖建筑、陶瓷、
天然石材、涂料等领域。

“贺州市要抢占先机，立足邻近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交通优
势，全力东融，闯出一条具有贺州特
色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道路，成
为促进贺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贺州市委书记李宏庆说。

贺州市明确提出，到 2020 年，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超
过 20%，力争达到 30%；到 2025 年
底，装配式建筑的建筑面积占新建
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少于 40%，力争
达到50%。

“贺州市作为广西装配式建筑
推广实践的‘探路者’，经过实践和
探索，走过了学习、突破、推广、进步
的历程，形成了具有贺州特色的发
展路径，建筑业的转型升级已经初
见成效，产业集群效应也已凸显。”
贺州市市长林冠说。

据统计，贺州市目前累计有 13
个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开工建设，
其中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项目 4 个、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项目 8 个、装配
式木结构建筑项目 1 个，总建筑面
积64万平方米，约占年度新开工建
筑面积的16%。

深圳罗湖区生态环境优美。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
圳市罗湖区日前被生态环境部授予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
据了解，在城区迅速建设、经

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罗湖区始终下
大力气守护生态环境，取得了一系
列突出成果。在深化生态文明机
制体制改革方面，罗湖区深入推进
环保体制机制创新，以完善商事登
记制度配套改革为契机，编制了全
国首份环保准入“负面清单”；探索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新路径，在全市
10 个区中最先建立自然资源资产
核算数据库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监
测预警系统两大平台；制定《罗湖
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制度》，以区环水局、城管局、东
晓街道办等 7 个单位为试点，开展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如今，“罗湖蓝”已成常态。数据
显示，2013年到 2018年，罗湖区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从 73.3% 上 升 到
96.6%；PM2.5平均浓度从 43微克每
立方米下降到26微克每立方米。同
时，城区“水颜值”持续提升，深圳河

（罗湖段）、布吉河（罗湖段）基本消除
黑臭；深圳水库水质稳定达到Ⅱ类，
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在100%。

同时，罗湖区的产业结构更加
“绿色”。2017 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超过 96%，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 为 12.9% ，每 平 方 公 里
GDP产出27.3亿元，综合能耗呈下
降趋势，连续7年为深圳最低。

罗湖的生态环境建设获得了市
民广泛认可。2017年，罗湖区共受
理群众投诉和咨询案件4196宗，信
访量同比下降12.93%。

罗湖获评生态文明示范区

汾河两岸如今处处美景，已经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据新华社电 2019 年我国将
加快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
编制总体发展规划，发布国家公园
设立标准，加强试点公园管理机构
建设和运行保障，启动国家公园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数据库建设，组织
开展试点综合评估，确保2020年基
本完成试点任务。

据了解，2018年我国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进展顺利。开展了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专项督察，10处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稳步推进，大熊猫、祁连
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通过国家评审
验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方案已上报，三江源国家公园
总体规划获得批准，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完成，《神农架国
家公园保护条例》颁布实施。通过
开展生态廊道建设、外来物种清除、
裸露山体治理等，各试点国家公园
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据了解，2019年我国将完成东
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总
体规划编制报批，启动编制海南热
带雨林等国家公园总体规划。重点
解决省级管理主体缺失问题。制定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办法、
巡护管理办法、建设项目准入清
单。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推动试点
国家公园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加快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