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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
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搞大
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
发，
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近日，本报记者在宜昌走访调研，了
解当地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举措，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等情况。

一年来，湖北宜昌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做好
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加快推进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在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上站排头，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一流。

为长江留白
——管住斧头、守住山头、护好源
头，
修复生态环境
4 月 4 日，宜昌市猇亭区虎牙社区居民郭福珍早早
来到临江的 424 公园打太极拳。
“没想到，曾经的煤堆场
现在变成了这么美的滨江公园。”郭福珍说，她在猇亭长
江边住了 30 多年，原来随处可见的煤堆场不见了，浓烟
滚滚的大烟囱也已熄火，曾经的“光灰江岸”正恢复
翠绿。
“过去这里是云天商贸煤场和通达港埠码头搅拌中
转站，粉尘等污染十分严重。”猇亭区园林绿化管理局局
长陈曲介绍，当地清空了 2500 立方米煤灰，拆除了 1.6
万平方米建筑，腾退长江岸线 120 米，通过回填、种植草
木打造生态公园。
漫步在 424 公园，记者放眼望去，在一片绿草红花
交相辉映中，一座蓝灰色的圆规雕塑格外显眼。在雕塑
不远处的长江岸边，是一个已被封堵的排污口。
猇亭区委书记胡志莉告诉记者，以前猇亭有大大小
小排污口近百个，如今所有处理达标的污水都通过唯一
的市政排污口排放。
在离猇亭不远的长江葛洲坝下游江段，摄影爱好者
刘曙松一大早来到长江边，
架起相机，
等候着江豚。上午
8 点，在长江葛洲坝下游江段的晨雾中，江豚不时从水里
探出头来。刘曙松告诉记者，
根据他多年观察，
这一区域
目前生活着不少于 17 头江豚，
为近 10 年来最多。

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宜昌市渔政监察支队
副支队长莫宏源介绍，江豚以小鱼小虾为食,“随着长江
大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宜昌江段水质变好，小鱼多了，
把江豚给吸引来了”
。
“既要为长江‘留白’，又要为动能增绿，久久为功，
确保一江清水东流。”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书记周霁
说。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宜昌管住斧头、守住山头、护
好源头，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立规矩。建立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指标考评体系；
划
定生态管控
“三线”
，
其中生态功能红线区占全市国土面积
49%、
大气环境红线区占16%、
水环境红线区占33%。
建机制。一批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新探索在宜
昌陆续出台。
保环境。宜昌雷厉风行推动长江大保护行动：取缔
长江干线支流 216 家非法码头；取缔中小河流非法砂场
61 处；
关停规模以上磷矿开采企业 38 家……
复生态。实施《长江宜昌段生态环境修复和综合治
理总体方案》，深入推进化工转型升级、水污染防治、大
气污染防治、港口船舶绿色排放、岸线生态修复、城区生
态修复 6 个专项方案。

为动能增绿
—— 向 有 损 生 态 环 境 的 行 为 开
刀，
全面升级落后产能
2018 年 9 月 9 日，随着一声巨响，兴发集团宜昌新
材料产业园内的兴瑞第一热电厂烟囱应声倒下，实现了
宜昌沿江化工企业的
“第一爆”
。
几 年 前 ，宜 昌 化 工 产 值 占 工 业 比 重 一 度 达 到
30.6%，宜昌市委、市政府决定壮士断腕，重拳破解“化
工围江”
。
随即，宜昌打出了“关改搬转治绿”一系列组合拳。
简而言之，就是对一切有损长江生态环境的行为开刀，
全面升级落后产能形态。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看
到，落后的草甘膦二甲酯装置正在拆除，有机硅技术改
造和微电子新材料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
近两年，
兴发集团关停了临近长江的 22 套总价值 12
亿元的生产线，
腾出了 900 多米长江岸线。厂房虽在拆，
但发展并未停步。兴发集团董事长李国璋说，通过循环
化改造，
目前园区内 12 家企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 100%，
尾气综合利用率超过 98%，
工业废水重复利用率达 90%。
截至目前，
宜昌市关闭、
改造、
搬迁或转产化工企业共
计52家，
今年还将继续
“关改搬转”
40家。
到2020年底，
全
市原有沿长江1公里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将全部
“清零”
。
改造、搬迁的企业往哪儿去？进化工园区。宜昌编
制出台了《宜昌市化工产业绿色发展规划（2017~2025
年）》，2018 年设立 10 亿元引导资金、5 亿元搬迁入园专
项资金，实施 2400 亿元工业技改 3 年行动计划，引导支
持化工企业加快向绿色化、集聚化、循环化、精细化、高
端化转型。
宜昌市市长张家胜说，宜昌正以延伸产业链条和产
品配套为重点，切实推进产业集群发展，让新动能挺起
宜昌高质量发展“脊梁”。2018 年，宜昌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长 13.6%；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8.5%，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 37%。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好转，以“生态+文化”
“景区+乡
村”
“游购+养生”等为代表的全域旅游在宜昌蓬勃兴起，
绿水青山正在成为强市富民的“金饭碗”。2018 年全市
接待游客突破 7600 万人次，
旅游收入达 850 亿元。

为生活添彩
——要让人的行为链与生态链充
分咬合在一起，
凝聚起全社会力量
在许家冲村，记者发现，棒槌是家家户户生活的“标
配”。习惯了在长江边槌洗衣物的尤大秀老人，非常喜
欢这种传统的洗涤方式。
“过去我们洗衣服，水是江里来江里去，垃圾也是随
手往长江一倒，没有环保观念。”尤大秀说，
“后来，村里
在广场西边修了便民洗衣池，姐妹们都到那里洗衣服，
既锻炼了身体，
还能拉拉家常”
。
距离洗衣池 100 米开外的污水处理厂，自建成之
初就以地标方式时刻提醒村民：许家冲村地处坝头库
首，保护长江义不容辞。去年，污水处理厂附近修建
了观景平台，游客们可以更直接地接受长江大保护理
念教育。
“金色三峡、银色大坝、绿色宜昌”。宜昌向世人展
示自己绚丽色彩的同时，也聚焦于生态文明城市的魂魄
——人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的和谐。
4 月 16 日下午，
在猇亭区红联港埠有限公司附近，
丁
万明正在清理堤防附近的垃圾。不远处竖着一块
“长江边
上的党员哨兵”
木牌，
丁万明的名字和照片都印在上面。
“每周至少到责任区义务巡逻一次，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上报；及时清除堤岸垃圾杂草，对江面白色漂浮物
打捞清理；定期排查责任区长江沿线排污情况；及时劝
导制止周边居民乱倒垃圾的不文明行为。”这是丁万明
的工作职责。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长江边上的党员哨
兵”标牌也越竖越多。
宜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国斌认为，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工程浩大，要让人的行为链与生态链充分咬合在
一起，
凝聚起全社会力量。
像丁万明一样，
“三峡蚁工”环保志愿者每天都会来
到长江岸边清理垃圾，一年下来，累计 200 吨垃圾通过
他们进入垃圾处理站。
宜昌生态文明建设还注重从娃娃抓起。
4 月 18 日，夷陵区东湖初中 704 班朱梦妍认养了学
校附近新增绿地中的一棵紫叶李，并承诺“好好呵护它，
让它茁壮成长，不让它受伤害”。翻开《生态小公民》教
材，宜昌近年来生态治理的重要实践跃然纸上：
“清江库
区养殖网箱拆除行动”
“黄柏河的污染治理之路”
“‘三峡
蚁工’保护母亲河”……在宜昌市，
《生态小公民》教材已
经发放至 40.8 万名中小学及幼儿园孩子手中。每周，学
生们都会共上生态环保课，学习生态环保知识，树立绿
色环保理念。此外，
“生态市民日”也在宜昌设立。
在宜昌，主动践行绿色低碳观念成为市民思想自
觉，清洁节约成为行动规范，爱惜生态环境成为全域理
念。从政府、企业到个人，全市共同守护一江清水。一
个生态高颜值、发展高质量，生态、生产、生活融合的花
园城市呼之欲出。

黄 柏 河 上 泛 碧 波
本报记者 柳
着，一旦发现青苔，他马上
清理。
毕家培是黄柏河清理
水面漂浮物工作队队长，
64 岁的他在这条河流上干
清漂工作已经 15 个年头。
“与以前相比，现在清
漂工作轻松多了。”毕家培
说，
现在每年主要是打捞河
里自然生长的青苔和水草，
宜昌“长江边上的党员哨兵”
清漂船正在进行清理作业。本报记者 柳 洁摄
白色垃圾基本见不到了。
“之前河里垃圾很多，
作为长江的一级支流，黄柏河承担着宜昌 200 万人
尤其是下大雨时，垃圾、树枝、杂草什么都有。”毕家培
的饮水和 100 万亩农田灌溉的重任。
说，10 多年前，黄柏河曾一度水葫芦泛滥，他与同事用
4 月 8 日早上 8 点，在宜昌市夷陵区黄柏河畔，毕家
了 103 天才清理完。
培像往常一样登上清漂船向上游出发，重点清理青苔
黄柏河河水持续变清，离不开毕家培等人的辛苦劳
群。毕家培眯着眼睛站在船头，在清澈的河面上搜寻
动，
更得益于黄柏河流域综合治理的持续深入推进。

写好共抓长江大保护时代答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霁

——湖北宜昌做好长江三峡生态保护“必答题”

湖北省委常委、
宜昌市委书记 周

全面推进长江宜昌段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 ，
使宜昌加快迈向高质量发
展。图为俯瞰宜昌城区。
卢 进摄 （中经视觉）

为了一江清水永续东流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去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
江、考察湖北，首站到宜昌，为长
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为我们
做好长江大保护工作提供了强大
的政治引领和精神动力。
宜 昌 地 处 长江中上游 接合
部，
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最敏感、
最重要又是最脆弱的地区之一。
特殊的生态地位，决定了我们必
须担当特殊的使命。宜昌始终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认真贯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
“五大关系”
和湖北
改革发展
“四个着力”
等重要指示
精神，学思践悟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
坚持生态环保一寸不让、
绿
色发展更进一步，
外修生态、
内修
人 文 ，探 索 实 施 了 长 江 大 保 护
“关、
改、
搬、
转、
治、
绿”
6 大举措。
一是壮士断臂
“关”
。坚持分
类施策、
依法依规，
不搞
“一刀切”
，
134 家化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压
减磷矿开采量 300 万吨，
最后的 38
处煤矿全部关闭退出，
取缔非法码
头 216 个，关闭沿江排污口 26 个，
实现港口岸电工程全覆盖。
二是突出创新
“改”
。
立足常态
长效，
加强地方立法，
创新
“公安+
环保+司法”
模式，
在黄柏河流域创
新建立水质监测评价结果与水生
态补偿资金分配、磷矿开采计划
“双挂钩”
生态补偿机制，
探索
“生
态小公民”
和
“三峡蚁工”
经验，
实
现
“市县乡村”
四级河湖长全覆盖。
三是痛下决心
“搬”
。
引导化工
企业搬进宜都、
枝江 2 个专业精细
循环化工园集约发展，
推进工矿企
业、
居民搬离饮用水源地、
自然保
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探索
“飞地经
济”
模式搬向要素承载地，
搬出了好山水、
好发展、
好日子。
四是以质为先
“转”
。狠抓招商引资一号工程，
每月举行
“集中开工+集中签约”
活动，
实施工业技改 3 年行动，
加快建
设三峡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
五是综合施策
“治”
。坚持点面结合、
内外协同、
市场参
与，
全面系统治水、
治土、
治气，
守住山头、
管住斧头、
护好源
头。与三峡集团合作推进
“四水共治”
，
农村污水处理厂垃圾
无害化处理实现全覆盖，
基本消除城区不达标水体。
六是全民参与
“绿”
。坚持
“为长江留绿、
为发展留白”，
在全省率先建设花园城市，四季挖窝、三季植绿，长江干支
流岸线复绿 178 公里、全域生态复绿 3.95 万亩，全市森林覆
盖率达到 65%以上，
居全省市州第一。
经过持续努力，
长江宜昌段出境水质首次提升到Ⅱ类，
城
区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0%，
绿色发展指数位居全省第一，
江豚
等一些
“大自然精灵”
频频造访，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结
构趋优、
质量向好、
生态变美的良好态势。
生态文明建设是长期而艰巨的，
只有持续接力才能升级
美丽。我们将始终把共抓长江大保护作为树牢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具
体行动，
以滚石上山、
久久为功的恒心、
毅力和韧劲，
持续做好
生态修复、
环境保护、
绿色发展三篇文章，
力争在保护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
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努力交出共
抓长江大保护的时代答卷，
确保一江清水永续东流。

长江宜昌段岸边，
一个已被封堵的排污口。
本报记者 柳 洁摄

江豚在长江宜昌段水域嬉戏。
刘曙松摄 （中经视觉）

洁
过去，黄柏河流域矿山废水排放、农村面源污染、畜
禽养殖排污等问题突出，水质持续恶化。那时，黄柏河
流域水资源保护涉及多个县区和部门，
“谁都能管”最后
变成了
“谁都不管”
。
为了将黄柏河这个“大水缸”的水资源保护好，宜
昌市创新综合执法，2016 年成立湖北省首个流域性综
合执法部门——黄柏河流域综合执法管理局，整合环
保、水利、国土、农业等多部门 6 项行政监督检查、96 项
行政处罚、14 项行政强制职能，统筹行使执法权。
宜昌还实施《黄柏河东支流域生态补偿方案（试行）》
《宜昌市黄柏河流域保护条例》等，
使黄柏河流域保护
“有
法可依”
。
一系列流域治理的组合拳已取得明显成效。今年一
季度，
18 个生态补偿监测断面
Ⅲ类水质达标率为 100%，Ⅱ
类 水 质 达 标 率 为 97.3% ，较
2018 年同期上升 13.27%。

在宜昌太平溪镇许家冲村建成投入使用的高标准污水
处理厂。
本报记者 柳 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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