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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从总部位于武汉的中国
信息通信科技集团传出喜讯，我国光通
信技术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首次实现
了1.06Pbit/s超大容量波分复用及空分
复用的光传输系统实验，1秒内可以传输
约130TB硬盘存储的数据，实现300亿
人同时双向通话，为迎接5G时代抢占了
先机。

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澎湃动
力正在荆楚大地奔涌。

用好绿色“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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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长江，规划先行。湖北率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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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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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关于农
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

《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关于大力
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
决定》。连续 4 年，四部法规相互衔接，
保护蓝天、碧水、净土，共同织密长江保
护的“法治网”，以先行先试的责任与担
当划出绿色发展的“制度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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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江还得有硬招。湖北全面出击，
拆除江河湖库围网养殖 122 万亩，让一
湖清水入长江；长江干线 367 座非法码
头被坚决取缔，一批码头规范提升，腾退
岸线143公里；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全
省 4230 条河流、755 个湖泊都有了河

（湖）长。
呵护绿意，既要做“减法”，更要做

“加法”。全省实施“九大行动”，明确实
施森林、湖泊湿地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业污染防治和产业园区改造，城
镇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农业和农
村污染治理，江河湖库水质提升等九大
治本工程，力争在3年到5年内显著改善
长江湖北段生态环境。

破与立、加与减、快与慢，在绿色发

展的跑道上，湖北省应急谋远，蹄疾步
稳，母亲河渐渐焕发生机和活力，长江湖
北段水质明显改善，去年干流总体水质
为优。

联防联控重落实

2 月 9 日上午，在国内首条污水处

理深隧项目——武汉大东湖深隧项目盾
构区间，机器声轰鸣不断，几十名工人
在地下 40 多米深处掘进。项目建成
后，大东湖核心区污水都将通过最大埋
深达 42 米的地下隧道直奔北湖污水处
理厂，好似为污水收集处理系统修建了
一条“特种地铁”。

目前，武汉北湖污水处理厂可日处
理污水 80 万吨，远期达 150 万吨，是
全国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污水处理
厂。近300万居民的生产生活污水将通
过深隧管道入厂，净化后再排入长江。
同时，可以有力解决目前“大东湖”水
系的东湖、沙湖、杨春湖、严西湖、北
湖等湖泊水污染问题。

推进长江大保护，湖北的步伐坚定
而紧凑。共抓大保护，在湖北正以项
目、工程等形式落地。

在武汉，生态考核与干部绩效挂
钩。2018年1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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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警核算、上下游对比，水质改
善奖励，水质下降处罚等考核项目与干
部绩效挂钩。

环保“一票否决制”，自然资源纳
入离任审计，一份终身追责的“负债
表 ”， 督 促 领 导 干 部 作 答 “ 绿 色 资
产”。

在天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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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非法排污，湖北坚持“有案必
查、违法必究、涉刑必移”。湖北省
委、省政府对中央环保督察移交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共有221名
负责人被严肃问责。

同时，湖北联手湖南、江西、安徽
三省，建立长江保护联席机制，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共商长江保护。

此外，湘鄂赣还合力抓好湖泊湿地
管理保护、生态修复，共同将长江中游
建成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先行区。其
中，湖北恩施和湖南湘西协作立法共护
清清酉水；去年7月份，湖北黄冈与安
徽安庆也开始实施龙感湖流域水污染联
防联控。

以先行先试的责任与担当划出绿色发展“制度跑道”——

湖北：立生态优先规矩 行标本兼治举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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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印发 《广西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指导手册》，
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方式指导村庄地区建设活动，
以期打造传承文明、桂风壮韵、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
广西乡村风貌，让人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

据了解，广西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围绕乡村规
划、特色风貌、乡风文明、基础设置、公共服务等内容
展开。在基础设施方面，到2020年，全区农村饮水安
全集中供水率达 85%以上，自来水普及率达 80%以
上。在公共服务方面，实现 90%以上的行政村建设

“儿童之家”、建成15143家数字农家书屋。
《指导手册》 还将乡村明确分为基本整治型村庄、

设施完善型村庄、精品示范型村庄三种类型，并给出了
改造指引。

细化为三种类型指引

广西将用三年时间提升乡村风貌

近日，北京发布《加快新首钢高端产
业综合服务区发展建设 打造新时代首
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行动计划（2019 年—
2021 年）》。随着行动计划推进，位于长
安街西延长线上、因搬迁而一度沉寂的首
钢老厂区，将融合冬奥、文化、生态等元
素，变身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在2035年
前后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新时代首
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范围涉
及“三区一厂”，包括首钢主厂区、首钢特
钢及北辛安地区、首钢二通厂及周边地
区、首钢一耐厂及周边地区、首钢铸造厂、
原首钢二构厂及周边地区、门头沟区滨河
地区，总面积22.3平方公里，其中首钢主
厂区总用地约7.8平方公里。

“新首钢地区将落实北京新总规关于
‘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示范区、京西高

端产业创新高地、后工业文化体育创意基
地’的定位。”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总规划师施卫良表示，在主厂区7.8平
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新首钢地区整体空间
结构为“一轴、两带、五区”：一轴为长安街
首都功能轴；两带为永定河生态带、后工
业景观休闲带；五区为冬奥广场区、国际
交流展示区、科技创新区、综合服务配套
区和战略留白区。

未来，这里将划定核心保护区、文化
传承区和风貌协调区，对工业建筑实行保
护式修补，实现功能活化。规划保留 40
公里的现状铁路，改造为铁轨绿道；保留
9公里的现状气体传送管廊，改造为空中
步道。亮出西山天际线，主体高度控制在
30米—60米之间。

在生态方面，沿钢铁工业主流线规划
后工业景观休闲带，开展焦化厂棕地治
理，形成由工业遗址公园、月季园构成的
公园链，成为集工业遗产保护、文化体验、
体育健身于一体的景观活力带。规划永

定河生态带，开展石景山山体修复，形成
山水生态带，将工业设施改造利用为雨水
花园等生态设施。

根据行动计划，这里将建设公交优先、
慢行优先的人本交通示范区；规划空中—
地面—地下三层次慢行交通网络；规划
M11、R1、S1三条轨道线，轨道交通750米
覆盖率将达98%。

在“体育+”产业方面，将工业资源活化
利用为冰雪体育休闲设施，承接体育科技、
体育传媒、体育创意等高端“体育+”产业，
打造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在科技创新方
面，将机械厂、特重车间改造为城市织补创
新工场，建设科创孵化器和加速器，发展科
技研发、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由二炼
钢、联合泵站改造成的前沿科技引领区，将
为科技龙头企业总部、科技领军企业和科
技金融服务。在文化创意和高端商务方
面，通过将三炼钢、线材厂、型材厂等厂房
建筑改造为国际交流展示区，承载国际化
文化创意和国际商务服务功能。

老厂区将成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首 钢 转 型 新 生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深圳市福田区日前举行政
府代建制项目成果行活动，对
外展现了代建制改革“成绩
单”。数据显示，2017年9月
28 日，福田区集中启动了第
一批 19 个代建项目，截至目
前，全区代建项目已增加到
86 个，总投资额超过 210 亿
元，占全区年度总投资三分之
一。

据悉，2017 年以来，福
田区委、区政府紧盯工程建设
领域的难点、痛点、堵点，率
先打造了全国首个全过程全链
条、深度市场化专业化代建制
新模式，探索出一条为政府投
资建设项目松绑提速提效的新
路。目前，深圳市 10 个区中
已有7个区实施或正在启动代
建制，福田代建制已经在深圳
全市范围复制推广，示范效应
逐步显现。

“福田代建制坚持市场的
事交给市场，专业的事交给专
业机构。”福田区发展和改革
局局长曾坚朋表示，由代建企
业承接政府赋予的全过程代建
职能，此举发挥了市场机构的
专业力量和政府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加速
推进项目。

借力代建制的增速效果，
福田区已有 33 个学校建设项
目采用代建制，总投资超过
80 亿元，经过不到一年半的
时间，已经有 1 所学校完工，
7 所学校开工动土，计划在
2019年再有18所学校可开工
动土。2018 年福田区义务教
育学位新增4200个，比2017
年增加 55%，预计 2019 年可
再新增学位4170个。

为了提升专业水准，福田
代建制面向全国招标，高规格
建立代建企业预选库。以福田
区外国语高级中学改建工程为例，该项目建安工程每立
方米造价为3167元，从前期阶段的限额设计到严格按
图施工，环环把控成本。

“城中村”改造涉及面广、施工难度大，一直都是
“施工硬骨头”。福田区在“城中村”改造中引入代建
制，代建企业组织人员技术力量建立项目指挥团队，同
步协调交警、交通、供电、绿化、街道办等数十个部
门，平均每天沟通数十家楼宇业主和物业单位，基本实
现“零事故、零纠纷”。据悉，福田区“城中村”安全
隐患综合整治总投资近20亿元，工程覆盖辖区14个城
中村、居住人口超90万人、建筑物超7700栋。采用代
建制后，工期较预期缩短 20%。目前，一期工程已全
部完成，二期工程将于2019年全部完工，工程进度在
深圳市排第一。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福田区政府已委托10个代
建项目，总投资超过80亿元，截至2018年底完成超过
900个小区的排水管网正本清源工程，完成超过100个
小区的饮用水入户工程，按时完成深圳市委、市政府督
办任务，正本清源完成率104%，进度排全市第一。

曾坚朋表示，未来还将进一步丰富代建制的实践探
索，及时协调解决代建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打造更多
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工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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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报道：贵州省近日印发《500
亩以上坝区种植土地保护办法》，提出全省县级政府部
门要划定辖区内500亩以上坝区种植土地范围并加强保
护，助推农业规模化发展。

贵州省重点保护的500亩以上坝区种植土地是指位
于地形坡度小于6度的坝区内相对集中连片的耕地、园
地。贵州要求坝区种植土地要闭合，在城镇、开发区、
园区、村庄、道路、河流、水库等容易被蚕食、侵占的
地域，要有明显的界线标识。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耕地资源十
分稀缺。贵州要求各级责任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确保
500亩以上坝区种植土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对
违反规定擅自占用、调整、损毁划定的坝区种植土地的
行为，将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重点保护500亩以上坝区种植土地

贵 州 推 动 农 业 规 模 化 发 展

在湖北兴山境内的香溪河段上，曾
有84座小水电站，过度开发导致多处断
流。去年以来，兴山关停4家电站，将6
家电站转型为供水或人造瀑布，对74座
水电站强制实施生态放流。仅此一项，
去年减少3000万元的收入。

对此，兴山县委书记汪小波却不后
悔：“生态大保护的态度是坚定、坚决的。”
兴山在坚定不移地保护生态的同时，谋划
新产业“补位”。眼下，兴山在宜昌猇亭、
宜都等地设立“飞地园区”，2018年飞地
经济为兴山贡献的税收就超过1.5亿元。

此刻，在湖北长江段，478家化工企
业还在不断地“关改搬转”。退，是为了
更好地“进”。

兴发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
企业。近两年，兴发关停了临近长江的22
套总价值12亿元生产线，腾出了900多
米长江岸线。“清零”背后并不是对化工企

业一关了之、一搬了之，而是引导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向高精尖、向绿色循环发展
提升。兴发集团每年投入研发经费3亿元
以上，从生产性技改向基础性科研转变，
开发主导产品12个系列184个品种。

长江经济带大保护的过程，也是提
高发展质量、以新方式实现新发展的过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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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大保护，黄石应声而动拆除“零散
小”，打造现代化码头，黄石新港应运而生，
成为湖北首个实现“多式联通”的港口，年
吞吐能力将达到“亿吨大港、百万标箱”。

荆州市向高污染、高耗能项目说
“不”，充分发挥水乡文化、历史名城等优
势，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特色
休闲观光农业。

重大项目催化绿色发展。湖北以实施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十大战略性举措为抓
手，启动绿色发展58项省级重大事项，所
列91个重大项目已有71项开工建设。

绿色金融方兴未艾。围绕长江大保
护，国开行、湖北省农发行、民间资本广
泛参与的PPP模式等在全省多管齐下，
将陆续释放万亿元金融活水。

各展所长，新经济正跑出加速度。
武汉光谷加速崛起“芯片—显示—智能
终端”产业集群，襄阳新能源汽车研发、
实验、检测基地建设快马加鞭……如今，
湖北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研发经费支
出额、技术合同交易额、电子商务交易额
等均居中部地区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左右。

王晓东表示，将通过编制实施湖北
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加快培育绿
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完善提升碳排
放、排污权等资源交易市场。

退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进 ”
——湖北引导推动企业向绿色循环发展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