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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大社镇
老道泉生态湿地公园，只见碧水环
绕、鸟语花香，哪里会想到，就在半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高低坑洼、污水横
溢、杂草丛生的采煤沉陷区。

峰峰矿区大社镇党委书记柴风
翔告诉记者：“将矿区采煤沉陷区打
造成风景区是我们资源枯竭型矿区
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路径。现在，全
区已有多处成功范例。”

峰峰矿区区委书记牛颖建告诉
记者，经过 5 年持续不断的创新创
造，峰峰这个资源枯竭型矿区转型升
级有了显著成效，已经走出了一条区
域生态环境优美、城市宜居宜业、产
业环保高端的发展之路。先后获评

“中国十佳特色旅游文化名区”“中国
最美生态文化旅游名区”等。

生态转型再造青山绿水

作为资源型老矿区，峰峰矿区蕴
藏着丰富的煤炭、陶土、石灰石等矿
产资源，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金隅太
行水泥、邯峰电厂等国有大中型企业
落户域内，是全国闻名的煤炭、陶瓷、
建材、电力工业基地，有“煤海、瓷都、
水泥城”之称。从2014年开始，随着
本地资源的枯竭和国家严格实施去
产能、治污染产业政策，该区传统产
业链条受到冲击。

转型发展，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生
态环境问题。过去地下挖煤、地上采
石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负面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凸显。据该区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工作人员李惠明
介绍，纵贯城区南北的鼓山山脉因采
石变得千疮百孔，地质灾害隐患突
出，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严重；采煤
沉陷区地表塌陷、断裂带星罗棋布；
一座座光秃秃的矸石山雨天流黑水、
晴天冒黄烟……

面对严峻形势，峰峰矿区紧紧抓
住国家资源枯竭型矿区转型升级的
政策优势，在污染治理上持续发力，
围绕生态修复，强化精准治污，重点
推进“修山、修地、修水、修气”工作。

全面实施“矿山禁采”，先后投入
7.6亿元实施裸露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工程，按照“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
建则建、宜景则景”的治理理念，采取

“生物治理+工程治理”的办法，通过
分级削台、砌沟筑坎、客土回填、引水
上山、削坡平整等措施，消除采矿痕
迹，为露天矿山“祛疤疗伤”。目前已
修复完成域内 80%的露天矿山，并
通过覆土绿化、转移填埋等方式，对
16 座矸石山全部实现抑尘治理。
2018年全年完成造林绿化4.8万亩，
全区森林覆盖率比 3 年前提高了 6
个百分点。修复后的北响堂森林公
园晋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响堂森
林公园、响堂生态谷等一批山体公园
建成开放。

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方面，累
计投入资金约7.8亿元，治理面积7.6
万余亩。强力推进“双万亩”工程，域
内 11 个乡镇打造了 11 个生态湿地
修复工程和11个千亩片林。按照贴
近水源、贴近交通、贴近人群的“三贴
近”理念，充分利用沟渠坑塘，引入地
表径流、工矿疏干水，本着“绿美交
融，拓展水面”的原则，涵养水源，增
加绿化面积。除了清泉公园，白鹭成
群的老石峡生态湿地公园、独具磁州
窑特色的羊角铺生态湿地公园、依托
九侯古城文化的九侯湿地公园等11
个湿地公园分布于各个乡镇。

强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建立完善
“1+12”治水政策体系，水源地内149
家畜禽养殖项目和 4 个工业企业全
部关停取缔，滏阳河断面水质优于国
家Ⅲ类标准。

创新措施，运用压煤、优企、降
尘、控车、治矿等多种手段全面进行
大气环境治理，空气优良天数由
2015 年的 68 天增加到 2018 年的
158天。

将打造全域生态文化旅游目的
地作为产业转型的重头戏，旅游产业
成为峰峰的发展亮点之一。2017
年，峰峰投资 60 亿元，打造了 29 个
景区景点，形成了龙头带动、多点开
花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同时，不断释

放文化和旅游的叠加效应，借助“旅
游+”模式，打造大型主题山水实景
演出，使全域旅游可看、可品、可赏的
元素更加丰富。2018 年，峰峰接待
游客数量突破1200万人次，综合收
入突破 130 亿元，分别比 2016 年增
长142%、422.6%。

城市转型突出宜居宜业

“过去，由于城市建设让位于资
源开采，导致峰峰矿区城市规划不科
学，城乡交错，‘脏乱堵’问题突出。”
峰峰矿区经贸工委原书记杜良盛说。

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彻底改变
陈旧落后的城市面貌，峰峰矿区围绕
新型城镇化目标，兼顾老城新区，持
续完善基础设施、拓展建设空间、优
化城区布局，全力打造健康宜居、时
尚现代的魅力新城。

推动老城有机更新。在总面积
约 28 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启动“九路
一桥”等重点道路工程，在黄金地段
腾出空间 7.7 万平方米，建游园、修
广场、增绿地、设停车场，新增游园绿
地面积 5.2 万平方米，以兆丰广场、
英雄广场为代表的 13 个主题广场、
绿色游园项目崭新亮相，成为群众喜
爱的“市区绿肺”和“城市会客厅”，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稳步推进，拥堵、局
促、少绿的“煤城印象”一去不复返。

致力新区优化升级。集中启动北
部新区棚改征迁，圆满完成9个整村
6000 余户的征迁任务，累计征迁面
积150多万平方米。目前，近万套回
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一批配套项目
已全面启动，全长90公里的“五纵五
横”路网初步建成，总面积约30平方
公里的北部新区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近 3 年共
打造22个省级美丽乡村，1个中国最
美乡村，6个中国传统村落。去年以
来累计投入 2.84 亿元，针对农村垃
圾、污水、厕所等治理短板，实施“九
个全域”工程，一个又一个村容整洁、
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宜居宜游的美
丽乡村呈现在人们眼前。

产业转型走向精深高端

在峰峰矿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内，
施工场面热火朝天，中擎创（邯郸）电
子信息产业园总面积约 4 万平方米
的厂房正在加紧建设中。中擎创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为产
业链终端项目，总投资10亿元，年产
平板电脑、手机、智能穿戴等产品
230万台（件），可吸引上游产业链企
业集体入驻，从而形成电子信息产业
集群。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可达31亿元，带动就业1000余人。

以生态环保为尺子，近年来，峰
峰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调整。他们
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做“减法”，钢压
减 67%，铁压减 55%，焦化压减 560
万吨；培育新兴动能做“加法”，制定
实施“1231”发展战略，即扭住老工
矿区转型升级这条主线，驱动省级经
济开发区和北部新区两个引擎，做强
新材料、新型装备制造、新兴服务业
三大产业集群，打造一个以“滏源福
地、瓷韵响堂”为名片的全域生态文
化旅游目的地。

新材料方面，大力发展聚苯醚、
新型建材等前沿科技项目；新型装备
制造方面，积极发展不锈钢、精密铸
件等钢后链条产业；新兴服务业方
面，重点加快商业综合体建设。特别
是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沈阳机床 5D
智造谷、中擎创（邯郸）电子信息产业
园等优质项目先后落户峰峰。预计
到2025 年，峰峰将成为年产值超百
亿元的京津冀新型电子产业制造
基地。

“目前，全区48个重点项目开工
在建或竣工投产，产业层次不断升
级，主导产业支撑和拉动能力明显增
强，产业结构实现了‘扬长补短、由黑
变绿、由重变轻、由粗变精’。全方位
的转型升级让峰峰经济出现了高质
量持续增长，2018 年实现财政收入
27.89 亿元，同比增长 16.8%。”峰峰
矿区区长陈珍礼说。

河北省邯郸峰峰资源枯竭型矿区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喜见矿区变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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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莞滨海湾新区

“生态疗法”迎鸥鹭回归
本报记者 郑 杨

滏阳河经过改造风景如画，引来众多游人。 本报记者 宋美倩摄

前不久，珠三角的观鸟爱好者
发现了一个绝美的观鸟新去处：伶
仃洋畔的广东东莞滨海湾新区。在
新区交椅湾启动区，碧荷间、榕树
下、滩涂上，野鸭悠然栖息，白鹭
翩跹起舞，海鸥遮天蔽日盘旋于海
面捕鱼……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
20种鸟类在此栖息。”东莞滨海湾
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孙
世宏说。

鸟，是生态的信使。两年前，
这片海岸工业污染严重，而今，却
成了鸥鹭成群的鸟类天堂，这样的

“生命奇迹”何以会在有“世界工
厂”之称的东莞被创造出来？

“我们吸引鸟类的办法有很
多。”漫步于滨海步道上，孙世宏
指着参差多态的植物告诉记者：

“比如种榕树，它能够独木成林，
是白鹭特别喜欢的栖息地。那边种
了大片的玉米，专门给鸟吃，鸟儿
很聪明，纷纷把家迁过来。这片番
薯地则用来吸引鹰类，因为番薯会
引来老鼠，老鼠引来蛇，蛇又引来
很多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食物链
……”

记者了解到，作为粤港澳大湾
区特色发展平台之一的东莞滨海湾
新区，拥有 40 多公里长的滨海岸
线，茅洲河、磨碟河、太平水道等
河网水系在此入海，周边制造业发
达，数十年间积累的严重污染成了
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顽疾”。去年
以来，新区积极探索以“生态疗
法”治理海岸带污染，着力修复海
岸生态系统，建设滨海生态廊道，
打造山海河林田生命共同体，短时
间内便显现了成效。

“生态疗法”的第一步是清理
污染物，净化海水、岸线。正值退
潮时记者漫步海边，只见海水清洁
如镜，数不清的跳跳鱼在滩涂上欢
跳，海鸟则尽情地享用着大自然馈
赠的这一美食。据介绍，过去这片
海上布满了垃圾，浊气冲天，鱼鸟
根本无法生存。去年以来，新区一

方面成立了专门的打捞公司，清走
了数千吨沉积下来的垃圾，并不间
断清理潮水带来的新垃圾；另一方
面铺设了人造沙滩带，利用沙子的
过滤吸附作用，有效净化沿岸海水
水质。

不仅海水被净化，海岸边的垃
圾填埋场也被打造成了生态修复
区。过去交椅湾附近有一座堆积多
年的垃圾山，新区通过垃圾无害化
处理、更换土壤、压实土层、实施
复绿等一系列生态改良手段，将其
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景观绿地。

“生态疗法”的第二步是构建
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打造滨海生
态防护屏障。记者看到，新区在入
海的河涌沿岸大面积种植了莞草、
芦苇、美人蕉等亲水植物，发挥其
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水质的
功能，形成了一道道绿色屏障。

“种什么植物非常有讲究。我们一
方面优选水乡本土植物，恢复原有
的自然生态；另一方面精选国内外
优良品种，探索在咸淡水交界处种
植多种耐盐碱、能够净化水质和土
壤的植物，比如有净化空气作用的
菖蒲、吸收重金属污染能力很强的
美人蕉，以及在修复生态链方面效
果突出的红树林等。”孙世宏介绍。

下一步，新区还将建立连通山
水和城区的三级生态廊道。根据不
久前出台的《东莞滨海湾新区发展
总体规划 （2019-2035年）》，新
区将从今年起逐步构建三级生态廊
道网络，其中，一级生态廊道以滨
海岸带、太平水道等为载体，依托
海岸湿地、海岛、优质岸线等自然
资源，打造科普教育、观光体验、
生态环保、休闲游憩等主题游径，
培育宜居宜游的生态海岸带；二级
生态廊道以内部河涌水系、道路绿
化带、城市公园为依托，发挥城市
行泄通道、生态隔离、景观美化等
综合功能；三级生态廊道以城市与
社区绿道、街头绿地等为依托，服
务于社区环境绿化和居民日常休闲
等需求。

天津高新区添“绿色工厂”

本报讯 记者商瑞报道：经工
业和信息化部评审，天津滨海高新
区天津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近日获
批国家级“绿色工厂”荣誉称号。

创建绿色工厂是工业企业结构
优化、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路径，是从厂房建设、物资采购到整
个生产过程低碳化的重要体现。

天津英利自建厂以来，始终保
持绿色生产总基调，在原材料无害
化选择、能源环境减量排放、生产过
程自动化控制等各方面都形成了体
系化管理，体现了光伏制造企业的
绿色发展方向。

天津英利总经理张运锋介绍，
自2018年天津英利获批天津市“绿
色工厂”以来，先后编制了《产品生
态设计自评价报告》《节约原材料自
评价报告》《绿色供应链管理自评价
报告》等。“天津英利建立、实施并保
持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
系，并通过第三方认证。”张运锋表
示，公司建有太阳能发电系统，采用
水源热泵、地源热泵机组，在原材料

采购、检验等方面均满足绿色供应
链评价要求。

目前，天津英利已建成能源管
理中心，使用天然气低碳清洁的新
能源。天津英利还引入生态设计理
念，产品的原料、辅料都尽量减少使
用有害物质，并避免有害物质泄
漏。在基础设施项目新改扩建、照
明、建筑结构、绿化及场地、能源计
量设施配备等方面全面贯彻绿色制
造理念。

据悉，天津英利已于 2009 年
加入国际环保组织 PV CYCLE，
为加入该组织的首家中国光伏企
业。2013 年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

“碳减排先锋”项目，成为全球首家
光伏领域加入“碳减排先锋”项目
的企业。2012 年，天津英利宣布
其多晶光伏组件和单晶光伏组件
已完成碳足迹生命周期评估，是全
球第一家获得莱茵TUV产品碳足
迹认证的光伏企业。2016 年，英
利牵头编制了首个清洁生产评价
指标体系——《光伏电池行业清洁
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建设生态油田生态油田

近年来，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在生态油田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坚决做到“原油不落地、污泥不掩埋、采出水不外排、废气不
上天、噪音不超标、污物不乱倒”，实现了与自然环境、居民生活的和谐统一。在绿色生产上，胜利油田积极扩大三采应用规
模，大力推进二氧化碳混相驱油技术运用，推广钻井、修井、采油、集输清洁生产工艺；在绿色科技上，重点攻关绿色生产工
艺、采出液沉积物减量、油水储罐密闭清砂、含油土壤修复、油田采出水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用绿色科技支撑绿色发展。

上图 8月1日，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组织实施海上消防及溢油回收应急演练。
左图 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六户采油管理区的一个注采站，工人在检查采油机管道使用情况。朱向前摄（中经视觉）

东莞滨海湾新区交椅湾启动区内白鹭成群。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