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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宜宾市多措并举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为了美丽的一江清水长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诗阳

“我们很早就在这里建厂了，
整个园区加起来占地1200多亩，不
少员工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
工作在这里、养老也在这里，要搬
走，实在舍不得。”宜宾天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邓敏说：“可是，要
恢复长江的青山绿水，我们必须从
自己做起。”

天原集团位于四川省宜宾市沿
长江老工业区，是我国最早的氯碱
化工企业之一，曾是一家高污染、
高耗能的老工业企业。按照宜宾市
城市发展转型升级要求，天原集团
从2015年开始整体搬迁，搬离长江
沿岸。

经济发展和环保双赢

“我们调整了城市用地布局，先
后投入110亿元，以引企入园或异地
迁厂的方式，将沿江老工业区的企业
进行整体搬迁，拆除岸线临水区域建
筑，并对棚户区进行改造。”宜宾市临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环保局
副局长王文斌告诉记者，宜宾市正在
实施全长 192 公里的长江生态综合
治理项目，已经累计完成投资超过
200亿元。

“迁厂除了能唤回记忆中的美丽
长江，也为企业带来了转型升级的机
遇。”邓敏说，“原来我们做的是基础
化工，过去 5 年累计投入近 10 亿元
搞污染治理，现在我们主要做新材料
和新能源材料产业，是绿色环保的国
家战略新型产业，治污投入大幅减
少，还享受优惠政策”。

天原集团的转型发展是宜宾市
求解“工厂围江”困局的缩影。近年
来，宜宾市依法关停了不少利税过千
万的化工企业，同时投资250亿元建
成了 20 余个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正
在或者即将实施的项目总投资额达
350亿元。收入与支出的一减一增，
彰显了宜宾市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

“以前我们的主导产业是机械
制造、新型材料、食品饮料等，为
了突出环保优先，目前已调整为以
智能终端、轨道交通、新能源汽
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为主导，实
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王文斌说。

治理与生态修复并举

眉山市青神县江河纵横，水域面
积达14.6%。岷江的重要支流思蒙河
流经此处，流域面积约68平方公里。
奔腾的河水给青神县带来了活力，也
带来了重大的污染防治压力。

几年前，受畜禽粪污、化肥农药、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等因素影响，思蒙
河长期处于劣Ⅴ类水质，水体恶臭，对
县内岷江流域水质造成严重影响。为
了改善思蒙河水质，确保入岷水清，青
神县大力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
思蒙河流域内的3个乡镇污水处理站
实施提标升级，新建配套污水管网
16.68公里，并强化畜禽养殖管控，实
施化肥农药减量减排行动，关闭了畜
禽养殖场23户，建成沼气池20口，减
少畜禽养殖污水排放约7800吨。

养殖场关停后，当地群众收入是
否受到影响？青神县兰沟村支部书
记赵小健告诉记者，以前村民种田，
一亩地一年最多收入千余元，如今，
村民们以每亩1260元的价格将土地
流转出去，再到政府建设的“海棠竹
溪”生态项目去务工，每个月固定收
入能达到1500元。

赵小健所说的“海棠竹溪”，是青
神县为改善思蒙河水质打造的生态
湿地。“我们对思蒙河沿岸的650 亩
种植用地进行流转，年均降低农药化
肥使用量约20万吨，并新建了4公里
的竹溪，1万多平方米的湿地，种植了
11个品种、60余万苗水生植物。”青
神县县长徐琳介绍，经过海棠竹溪的
自然净化，思蒙河氨氮含量下降近
50%，空气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了新的经
济增长点，2018年，青神县旅游收入
超过 38 亿元。“今年大年初一当天，
有10万人到此旅游。现在我们村里
有450余人从事旅游餐饮、娱乐休闲
等服务产业。”赵小健说，“一开始村
民不愿意流转土地，担心影响收入，
没想到不搞种植养殖，不仅环境变好
了，收入还涨了不少”。

“一滴墨汁会染黑一缸水，一滴污
水会破坏整条长江，要保护长江，就不
能让一滴‘墨汁’从我们这儿流出去。”
在甘眉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园区管
委会主任邓强说：“这50亩人工湿地，
是我们园区三级废水治理体系的末
端，采用‘多级人工湿地+氧化池’处理
工艺，确保尾水中氨氮、COD、总磷等
指标达到出水水质标准。”

做好水质保护“加减乘除”

据介绍，在三江生态综合治理工
作中，宜宾市先后建成55.2公里城市
绿道和 44.5 公里消落带，完成 9300
户棚户区拆迁和改造，取缔码头 19
个，完成沿江保护区内有毒有害化工
企业搬迁、污水排放整治 170 家、居
民生活污水排放整治 3014 户，取缔
采砂或堆砂场17个，并全面清理建筑
垃圾和生活垃圾堆放点。

“护好水就是护好群众的水缸子。”
眉山仁寿县黑龙滩镇镇长李超说。

李超所说的“水缸子”是黑龙潭
水库，水域面积23.6平方公里，最大
库容 3.6 亿立方米，是眉山中心城
区、仁寿县全域、井研县城区域 300
余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水源。

为了确保群众用水安全，黑龙滩
饮用水源水质常年保持在地表水Ⅲ
类标准。“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
仁寿县副县长陈双成介绍，近年来，
市县两级政府做好“加减乘除”，积极
开展水源地生态保护工作。

加法，新建 1400 亩生态湿地、
800亩植物公园、1000亩绿地；开展
消落带还绿试点工作，还绿面积 30
亩；计划新建外围湿地3500亩，新增
绿地5400亩，保留涵养林5000亩，
有效形成生态防护带。

减法，实施生态移民，搬迁沿湖农
户5100余户2.1万余人，关闭、拆迁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建筑59处、农家乐
16户，清理、关闭规模化养殖户220户
和鱼塘1000余亩，消除养殖污染。

除法，指投资 3 亿元建设总长
13.9公里的污水管廊，实现黑龙滩西
北片区污水不下湖，同步建设地表水
隔离工程，构建径流调蓄水体，连通
岸边湿地、滨水缓冲带、水生态系统
等，确保初期地表污水不下湖。

乘法，整合各方监督力量，落实
相关部门监管职责，落实基层政府和
组织的主体责任，发挥“1+1+1>3”
的乘法效应，上下联动、群防群治。

“多措并举，黑龙滩水库水质好
了，群众的水缸子就端稳了。”陈双成
说，监测数据表明，今年1月至5月，
黑龙滩水库水质与去年同期相比，高
锰酸盐指数下降 10.3%，总磷、总氮
和化学需氧量均下降30%以上。

为保护长江生态环

境，四川省宜宾市积极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实

施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

成效明显。不久前，记者

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

访团来到宜宾，探寻当地

企业退城入园、当地群众

退田还湖的故事。

湖南常德鼎城特种水殖养殖场
内，宽阔的水面上，鱼儿跃起，几只觅
食的鹭鸟展翅从水面飞过。一排排
整齐的太阳能板如一双双捕获阳光
的大手，将缕缕阳光收集起来，将光
能通过逆电器转为交流电，再通过汇
集线输送到附近的光伏变电站。“这
是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整体建成
后，年发电量近1亿千瓦时。为了确
保项目更快落地，生态环境更快改
善，我们中心第一时间抽调精干力
量，开辟绿色通道，优化工作流程，指
定客户经理‘一对一’开展全过程、全
方位服务，起到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作用。”国网常德供电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主任邓波说。

鼎城特种水殖养殖场有水面
8000 多亩，水域广阔，周边无遮挡，
阳光能够很好地照射到水面。以前，
这片水域养殖珍珠、鱼类，富养的水
体导致污染严重，水质曾一度降为劣
Ⅴ类。如何盘活这汪水体，既向水体
要 经 济 效 益 ，又 保 护 好 水 生 态 ？
2017 年，常德市引进了湖南省目前
最大的水上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常德鼎城土硝垸渔光互补光伏
电站征收鼎城特种水殖养殖场水面
3000多亩，用于渔光互补发电，水面

上层建设光伏发电站，下层建设鱼
塘。渔光互补发电站不仅不占用宝
贵的土地资源，而且能很好地利用再
生能源——太阳光能。

在鼎城土硝垸渔光互补光伏电
站现场，第一期工程已经启用 1000
多亩水面，水面架设了 32 万多块太
阳能板。鼎城土硝垸渔光互补光伏
电站项目经理赵红春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常德一年的日照时间为1000
个小时，目前，我们一年的发电量是
6000多万千瓦时。如果采用火力发
电，这6000多万千瓦时电需要燃煤
2万多吨，排放二氧化碳近6万吨，此

外还会排放大量灰渣与烟尘。如今
采用太阳能发电，污染物排放为零，
既保护了碧水蓝天，还能很好地带动
周边农户增收。”

鼎城区扶贫办负责人贺云介绍，
鼎城土硝垸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为扶贫
光伏电站，与当地扶贫办签订合同，除
了给参与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渔
场每亩水面每年 260 元的发电收益
外，每年还给2000户贫困户每户提供
3000元资助，连续资助20年。

国网常德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姜坤
山说，在常德，除了鼎城土硝垸渔光互
补光伏电站外，还有1271户家庭利用
光伏发电项目实现了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2018年，常德市累计太阳能光伏
发电量4.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17.6万吨，减少粉尘11.97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43.87万吨，减少二氧化硫
1.32万吨，减少氮氧化物0.66万吨。
预计2019年累计太阳能光伏发电量
4.5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18万
吨，减少粉尘12.24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44.865万吨，减少二氧化硫1.35万
吨，减少氮氧化物0.675万吨。

湖南常德

“渔光互补”好风光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徐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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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赤水金钗
石斛产业推介大会上，赤水市信天
中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布了包
括石斛粉、石斛片和石斛花在内的

“天赐斛”系列金钗石斛新产品。
这也是赤水金钗石斛产业发展取
得的最新成果。

地处川黔渝交界处的贵州省赤
水市，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丹
霞地貌，岩石松软、山多地少，泥石流
灾害频发，影响了群众的增收步伐。

同时，受益于降水多、气温高
的自然环境，在赤水红彤彤的石头
上，自古就生长着被誉为“中华九
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金钗石
斛是国家二类保护珍稀濒危植物，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其功用广泛
见于中华传统医学典籍之中。

如何在石头上写出富民大文
章？赤水市早在 1996 年就把金钗
石斛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深耕细作，
先后制定了《石斛产业化建设工作
意见》等，并成立院士工作站，累计
投入 10 多亿元资金用于扶持石斛
产业发展。2006年，赤水金钗石斛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金钗石斛附石而生。赤水市
加大攻关力度，探索出了“自然栽
培+垒石栽培”法，充分利用闲散荒
山荒地，进行仿原生态种植，实现
了金钗石斛产业发展不占耕地、不
占良田，让“荒石改绿地、石头开红
花”。截至目前，该市有效利用荒
山荒地达 8.6 万亩，金钗石斛在荒
山荒地的种植率达92.86%。

同时，赤水还通过“公司+基
地+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等
发展模式，带动小户、散户规范化
种植石斛，既扩大了金钗石斛种植
规模，又带动了群众增收。

“村民们尝到了种植金钗石斛的

甜头，不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回来
了。”红花村党支部书记陈长友说。

据赤水市市长谭海介绍，该市
目前已建成500亩以上金钗石斛种
植基地 20 个，1000 亩以上种植基
地 15 个，形成了覆盖种苗培育、种
植、加工、销售、研发等环节的金钗
石斛全产业链，金钗石斛原生态种
植基地已达8.63万亩，年供苗能力
达 2500 万丛，年可生产石斛鲜条
8000 吨、鲜花1000 吨，“金钗石斛
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 90%
以上，产值超过10 亿元，成为全国
最大的国家级金钗石斛生产基
地”。谭海说。

龙头企业的入驻，为赤水金钗
石斛的产业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信天中药是2003年入驻赤水
的一家金钗石斛企业。据该公司
总经理廖晓康介绍，信天中药先后
攻克了金钗石斛的组织培养和野
外种植等技术难题，取得一系列发
明专利，通过了 GAP 认证、有机产
品认证，目前已建成种植基地 17
个，面积达3.1万亩。

目前，赤水市已经建成金钗石
斛GMP加工生产线4条，自主研发
了饮片、浸膏、胶囊等 15 类系列产
品。金钗石斛已经成为赤水农业
主导产业之一，“石上经济”日益强
壮，曾经人见人厌的石头成了抢手
的“香饽饽”，群众走上了“生态
路”、吃上了“生态饭”。2018年12
月份，赤水市被国家生态环境部命
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

在新起点上，赤水市又确立了新
的发展目标。“我们力争到2025年，
全市金钗石斛原生态种植面积超过
15万亩，培育经营主体50家以上，综
合产值突破50亿元。”谭海说。

贵州赤水

石头上长出绿产业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上图 宜宾市三江

口长江公园里，水质清

澈。

左图 四川省农村

地区的污水处理设备。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贵州省赤水市村民在采收金钗石斛花。 刘荣誉摄（中经视觉）

甘肃张掖市甘州区芦水湾生态景区曾是一片乱石滩、采砂场。近年
来，张掖加大绿化美化工作，大力治理、修复该地，使之成为水天一色、碧波
荡漾、绿树成荫的生态景区。该景区占地面积约 4500 亩，其中水域面积
2260亩，蓄水量265万立方米，景区围绕燕然、云中、居延三湖而建，成为张
掖的“后花园”和“加湿器”。 王 将摄（中经视觉）

贵州省赤水市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丹霞地貌，岩
石松软、山多地少。但同时，受益于降水多、气温高的气候环
境，当地适宜具有极高药用价值的金钗石斛生长。赤水市因
地制宜，充分利用闲散荒山荒地，进行仿原生态石斛种植，实
现了金钗石斛产业发展不占耕地、不占良田，让“荒石改绿
地、石头开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