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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不是海，却比海更美”，这是很多到过
山西省永济市伍姓湖的游客对它的评价。

伍姓湖是山西最大的淡水湖。近年
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游工业企业剧增，
大量工业废水排入伍姓湖，古人笔下的“汪
汪千顷波”变成了周边村民避而远之的污
水湖。

为了重现伍姓湖的昔日如画风光，永
济市开始了“刮骨疗毒”式的治理，实施污
水截污枢纽、人工湿地建设、生态护坡等一
系列工程。经过综合整治，伍姓湖重获
新生。

伍姓湖的变迁见证了永济市在保护和
打造绿水青山、发展绿色生态经济方面所
做的努力。

近年来，永济市立足“黄河沿岸、三晋
门户、文明之源、生态富地”的生态建设定
位，做好“沿黄”绿色文章，打造沿黄融合发
展示范循环圈，推动优良生态、美丽城乡、
全域旅游互促共进。

生态治理再现绿水青山

沿着平整的巡湖路往下走去，碧波荡
漾的伍姓湖渐渐出现在眼前。湖边水草茂
盛，湖中湖水清澈，让人很难将它与臭气刺
鼻的“污水湖”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周边工业企业
大量排放污水，再加上上游被污染的涑水
河河水渗入湖中，湖水变黑变臭，多年不见
鱼虾踪影，连附近的村民都不愿到湖边放
牧打草。”永济市森林派出所所长朱晓勇告
诉记者。

2018 年，永济市在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山体生态修复和环境综合整治上持续
发力，修编了《永济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重新定义了伍姓湖在该市生态工程中的战
略意义，启动了伍姓湖生态修复保护治理
工程，住建、环保、林业、水利等部门共同参
与。工程投资7600万余元，建成一条650
米长的平坦引道和一条景色迥异长达16.7
公里的巡湖路，栽植乔木灌木43种1.6万
余株，花草植被38万余平方米。与此同
时，拆除破旧违建20处3000余平方米，清
除各种垃圾4000余立方米，并修建围栏

20公里，以保护湿地动植物栖息生长，恢
复伍姓湖原本生态。

为了彻底改善域内流域水质，永济市
又先后启动了涑水河入黄口水生态修复工
程和伍姓湖人工湿地建设。在不久前投入
运行的涑水河人工湿地，记者看到，昔日杂
草丛生、污水横流的涑水河入黄口已被一
座座潜流湿地、植物塘替代，碧波荡漾、环
境整洁优美，河道自然生态面貌焕然一
新。永济市河道站负责人李卓告诉记者，
涑水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多年来，由于黄
河河床的不断抬高，涑水河在入黄口地段
形成了大片漫滩积淤区，给当地生态环境
和入黄水质造成了极大影响。2018年11
月，永济市启动了涑水河入黄口水生态修
复工程，项目总投资3100万元，占地593.4
亩。“经过一年多的建设，项目目前已全部
完工，对黄河流域水生态修复和保护起到
了重要作用。”

在治水的同时，永济市还下大力气对
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进行全方位治理，先后
制定了《沿线房屋立面改造提升规划》《沿
山生态修复规划》《黄河滩涂八大万亩基地
提升规划》和《沿线高标准绿化提升规划》，
从规划、道路及配套建设、绿化提升、房屋
立面改造、环境卫生整治、美丽乡村建设、
产业发展、中条山生态修复、黄河和鹳雀楼
两个生态园区建设十个方面列出了27项
重点工作任务，明确了责任单位和完成
时限。

与此同时，永济市自然资源、农业农

村、林业等部门围绕生态建设目标，对沿线
涉及的镇、村、景区以及产业等进行全面规
划、绿化、彩化等，按照晋南民俗风格对沿
线的民房、墙体立面、沿街商铺、农业设施
用房、山体破损面修复及沿线绿化美化等
提升工作进行统一规划设计，目前已累计
完成沿线村牌、桥涵、立面结构等40处规
划设计。

天蓝、地绿、水清，如今的永济宛如一
幅清新的山水画，街道整洁绿树掩映、农家
小院白墙青瓦……

推动“沿黄产业”融合发展

“我们合作社目前有社员51户，养殖
面积1100余亩，吸纳员工100余人，年产
成鱼2500余吨，每亩利润可达2万元，年
总产值2500余万元。可以说，养鱼业已经
成为村里的重要支柱产业。”永济市沿黄段
蒲州镇杨马村渔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志强告
诉记者，今年杨马村被纳入“沿黄示范循环
圈”，前些日子他们已经完成改造提升鱼塘
的看护房、环塘路等。“我们准备在渔业养
殖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开发休闲
旅游项目，利用好黄河的水资源，做好杨马
村的‘水文章’。”杨志强说。

杨志强所说的“沿黄示范循环圈”，是
永济市着力打造的“沿黄农林文旅康融合
高质量发展示范循环圈”。永济市紧邻黄
河，沿黄耕地及滩涂面积达53万亩，有着

丰富的沿黄自然资源，同时还有鹳雀楼、普
救寺、黄河大铁牛等著名的人文景观。这
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成为当地农林文旅康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水峪口古村是永济市文旅融合的最早
践行地。走进这个小村落，踩着青石板
路，街道两旁的商铺青瓦覆顶简洁朴素，
汩汩的山泉从村边穿过，清新的乡土气息
扑面而来。“在这里不但可以品尝地方特色
小吃、欣赏地方特色文化，还可以体验游乐
项目、入住农家客栈，过一把地道的农民
瘾。”古村的负责人韩艳茹告诉记者，古村
目前已吸引了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份的民
间小吃、民俗工艺、民间演艺入驻，吸纳了
110余家各地特色小吃。村民在此打工的
有30余人，月收入3000余元。此外还有
十多户村民开小店，每户月收入都在3万
元以上，“节假日期间，日均游客数达5万
人次”。

农旅融合、文旅融合……依托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地理优势、文化积淀，永济
市以产业为支撑，文化为灵魂，旅游为载
体，沿黄融合发展示范循环圈“圈”出了融
合发展的新动能、新天地。永济市市长黄
亚平表示，下一步，永济市将持续推动优良
生态、美丽城乡、全域旅游互促共进，做好

“旅游+农业”“旅游+文化”“旅游+工商业”
融合发展。“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实施，
力求在优化空间布局上做‘亮’、在旅游品
位上做‘特’，在产业发展上做‘精’，做好

‘沿黄’绿色文章。”

立足“黄河沿岸、三晋门户、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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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济打造沿黄融合发展示范循环圈——

做好“沿黄”绿色文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存瑞 梁 婧

在治水的同时，山西省永济市对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进行全方位治理，市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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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

实施“蓝色海湾”整治
本报记者 顾 阳

江苏连云港拥有大陆标准岸线204.82公里，其中40.2公里深
水基岩海岸为江苏省独有。“推进‘蓝色海湾’整治是海岸带生态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
要载体之一。”江苏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金海岸公司总工办主任
刘艳双介绍，近年来，连云港瞄准建设“美丽新城”目标，大力实施

“蓝色海湾”整治项目，对连云新城西侧河口进行综合整治修复，恢
复滨海湿地和岸线的生态功能，改善生态环境，打造美丽海岸线。

江苏沿海湿地对“东亚—澳大利西亚”全球迁徙路线上的鸟类
有着重要价值，是我国乃至全球生态多样性保护链条上不可或缺
的一环。据项目施工方、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蓝色海湾项目
经理刘勋表示，他们一方面通过实施退养还湿和互花米草清除恢
复湿地生态功能，另一方面对岸线进行生态化修复，栽植耐盐碱植
物，构建沿海生态屏障。目前，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已初现雏形。

此外，项目建设单位还积极与中科院中山植物研究所等科研
院所合作，提速盐碱地改良和耐盐碱植物选育技术攻关，将生活污
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同时，运用到盐碱地土壤
改良中，并培育出具观赏价值的二代柽柳和20余种乡土耐盐碱植
物，累计完成约200亩耐盐碱植物培育与驯化。

此前的海堤建设过度依赖工程“硬措施”，而忽视了岸线生态
的“软功能”。对此，刘艳双表示，为提升岸线生态“软功能”，相关
单位在当地开展了海洋环境在线监测、湿地生物调查以及土壤改
良和树种多样化培育等专题调查和科学研究，以提升海岸线生态
服务功能和防灾减灾能力。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全国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推进

“蓝色海湾”整治、开展退围还海还滩、岸线岸滩修复、河口海湾生
态修复等工程建设列入其中。目前，连云港“蓝色海湾”整治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

据介绍，连云港“蓝色海湾”整治项目将于2022年6月完工。
刘艳双表示，在完成岸线修复和地形再造之余，将不断完善项目技
术方案，持续进行滨海湿地维护与管理养护，确保湾内潮间带能够
随着潮汐露出海面，为海量迁徙候鸟营造广阔的觅食空间，打造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滨城市生态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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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秦岭地区生态保护亮点频闪，
不仅划定生态红线、拆除违章建筑、恢复地表
植被，生态管护和生态经营也取得积极成
效。短短两年时间，能够实现由乱到治，由毁
到兴，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是当地干群认
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下了真功夫，在真重
视、真保护、真经营上迈出了新步伐。

真重视是关键。生态建设至关重要，然
而在现实中，往往还是有个别单位、个别人，
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破坏环境。对这些行为，
必须采取严厉的惩处措施，让生态保护意识
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扎下深根。

真保护是支点。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文明，强化保护意识是核心支点。只有保
护到位，保护坚决，生态环境才会持续好
转。在这方面，陕西近年来拿出了不少“硬
措施”。如加大生态红线约束力度，在重新
修订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
把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由海拔 2600 米以上
扩大到海拔 2000 米以上，将秦岭主梁两侧
各1000米、主要支脉两侧各500米以内区域
列为核心保护区，使得核心保护区面积比原
来提高近20倍。与此同时，成立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建立省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网格化监管平台等。通过措施到位、
责任到人的双重作用，使得生态保护真正落到实处，取得显著
成效。

真经营是杠杆。搞好生态建设的经验有着千条万条，但最为
管用的一条是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让人们充分享受到
生态红利。陕西近年来在用活生态经营这个杠杆上下足了功夫。
一方面将经济林和生态林有机结合，让山场既长叶子，又长票子。
另一方面在变现生态效益上做文章，充分发掘林养、林种、林游等
延伸效益，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兼得。

新疆乌鲁木齐优化清洁供热结构——

屋里温暖如春 屋外蓝天白云
本报记者 马呈忠

又到一年供暖季。行走在新疆乌鲁木
齐市街头，天空湛蓝。近些年，乌鲁木齐市
多措并举，推进供暖方式由“煤”到“气”转
变，不断优化清洁供热结构，让越来越多的
市民在寒冷冬日感受到“屋里温暖如春，屋
外蓝天白云”。

11月10日，在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
有限公司热源二厂，一台台大型天然气锅
炉机组发出轰鸣声。主控室内，值班长曹
小龙滑动鼠标，敲击键盘，在电脑屏幕上实
时查看供热燃气锅炉运行参数。

“现在燃气供暖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直
接在电脑上输入数据就行。”2008年入职
的曹小龙，历经了乌鲁木齐市供热方式由

“煤”到“气”的转变过程。透过中控室的玻
璃，看着燃气锅炉，曹小龙告诉记者：“锅炉
房没有了‘上煤’‘除渣’等环节，没有储煤
场、没有输煤带，我和工友们从‘黑领’变成
了‘白领’。”

由“黑”变“白”，不仅是乌鲁木齐供热
方式的改变，更是守卫蓝天白云的迫切需
求。乌鲁木齐三面环山的地理环境，在污
染物扩散方面有着极大劣势。每年长达半
年的供暖季，加剧着城市的大气污染。燃
煤供暖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长时间盘
踞城市上空，形成了市民所称的“黑锅盖”。

为了掀掉这个“黑锅盖”，2012年开

始，乌鲁木齐投入巨资全面实施“煤改气”
工程，彻底改变了燃煤为主的供热方式。
2017年至2020年，在完成中心城区燃煤
供热锅炉拆改工作的基础上，乌鲁木齐市
继续对居民自建房小燃煤供热设施实施

“煤变气”工程。项目完成后，实现减少冬

季燃煤耗量41.53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0.64万吨，减少烟尘排放1.51万吨。

“随着供热方式由煤改气，我们在保障
好供暖的同时，深挖燃气清洁供热潜力。”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安全
保障科负责人苗承璐说。

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东
海说：“2012年煤改气时，公司不但拆卸了
四台使用不久的燃煤锅炉，还以每台高出
普通燃气锅炉50多万元的价格，购买了10
多台超低氮燃烧炉，将每立方米氮氧化物
排放量控制在100毫克以下，低于当时150
毫克的排放标准。”

从2017年开始，乌鲁木齐市组织部分
供热企业进行燃气锅炉低氮改造试点，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降低至60毫克每立方米
以下。今年，全市完成7514蒸吨燃气供热
锅炉低氮燃烧改造任务，预计可实现采暖
期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约640吨。同时，供
热行业开展燃气锅炉余热深度回收利用试
点工程，以减少冬季烟气水雾的排放量。
2019年28家供热企业大吨位燃气锅炉实
施改造后，排烟温度由原来的120摄氏度
降低到40摄氏度以下，锅炉热效率提高
10%以上；每年可节约燃气1.45亿立方米，
折合节约标煤20多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8.5万吨，减排氮氧化物261吨。

乌鲁木齐还探索推动“气电互补”工
程，逐步实现热源多样化和清洁化，促进节
能减排。目前电采暖供热能力达到1010
万平方米，进一步优化了供热能源结构。

清洁取暖换回了乌鲁木齐市的蓝天白
云。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采
暖季，全市空气质量达标（优良）天数114
天，同比增加26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同比减少16.8%，达到2013年国家空气
质量新标准实施以来最好水平。

2020年至2021年采暖期，乌鲁木齐
市供热面积将达到2.12亿平方米。苗承璐
说，目前，全市中心城区已经实现了清洁能
源供热全覆盖。下一步，对城市新规划区
域将按照全部使用清能能源供热的原则进
行供热配套建设。

辽宁鞍山市和鞍钢集团联手——

提升矿山绿色颜值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王官波

日前，辽宁省鞍山市和鞍钢集团召开融合推进会，鞍钢计划
用3年时间，对所属9座矿山进行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完成治理
面积434公顷，种植树木340万株，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
方式科学化、综合利用高效化、矿区社区和谐化目标。

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成旭介绍，鞍钢正在建设智慧矿山，通
过实施以战略为主导的系统创新，形成了以贫铁矿高效利用为
核心的技术系列，牵头编制了我国首个铁矿行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并先后制定完成了48项铁矿行业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旗下
的鞍钢矿业公司露天采矿资源回采率达到97%以上，井下采矿
资源回采率达到88%以上，均为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先后获
得全国践行生态文明优秀企业和全国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等荣誉
称号。

鞍钢的矿山生态恢复治理规划得到了鞍山市的大力支持。鞍
山市委书记韩玉起说，要让鞍钢矿山生态修复与鞍山市民的休闲
生活结合起来，让生态的美造福于民。

在鞍山市的大力支持下，鞍钢先后确定了33个绿化复垦项
目，铺设灌溉水线5000米，完成生态恢复面积2220多万平方米，
种植乔木1100万株、灌木1580万株。有10个铁矿山成为国家级
绿色矿山。昔日岩石裸露、沙尘满天的矿山山体，如今披上绿装，
成为多功能生态休闲观光园。

清洁供暖使新疆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蓝天白云常驻。图为乌鲁木齐
国际大巴扎景区一角。 张广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