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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按下快进键，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今年元旦，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二○二○年新

年贺词，黄河再度成为关键词之一。

近年来，河南黄河沿线生态环境逐渐改善，

成为越来越多鸟类的家园。根据已出台的《河南

黄河湿地公园群概念规划》《河南省湿地保护修复

制度实施方案》和正在征求意见阶段的《郑州黄河

中央湿地公园概念性规划（2019—2027 年）》，河

南将在黄河沿线打造黄河湿地公园群，把黄河郑

州段建设成为黄河流域生态建设先行区。

根据 2019 年 3 月河南省林业局编制完成的

《河南黄河湿地公园群概念规划》，公园群范围包

括河南境内黄河干流的河流、滩涂及少量背河洼

地，西至豫陕省界，东至豫鲁省界，河道长 711公

里，总面积 2920平方公里，涉及新乡、三门峡、郑

州、濮阳等 8个省辖市的灵宝、陕州、湖滨、渑池、

河南黄河湿地公园群
包括20个公园、680公里旅游步道

绿色动态

最近，长江白鲟灭绝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渔业资源、水域生态修复这些以往听起来晦

涩、专业的词汇也进入人们日常讨论中。许多人

不知道的是，野生大黄鱼这种许多人家庭偏爱的

鱼类，也同样面临生态资源修复的问题。

大黄鱼曾经是东海最重要的渔业资源，但是

由于过度捕捞，盲目捕捞以及种群结构退化等问

题，东海野生大黄鱼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到

上世纪 80 年代，这个曾经在我国最受欢迎的鱼类

在数量上已经岌岌可危。

东海野生大黄鱼还能不能吃到？成为了许多

民众追问的话题。

“大黄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是中国最著

名的海洋经济鱼类，产量曾长期处在万吨以上，是

以前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佳肴，我们这代人有

责任和义务将它修复起来。”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

记、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严小军说。

从难处着手，恢复野生大黄鱼资源

为了加快东海野生大黄鱼生态资源重建，科学

家们一直在努力。2019年，浙江省科技厅农村处推

出了两个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其中一个项目的目

标订得很明确，三年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恢复到

1000吨。严小军和他的同事们接过了这一重担。

大黄鱼是一种多年生鱼

类，鱼龄较长，生态资源的修

复难度较大。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朱华潭督查专员表示，

浙江省 2013 年启动了东海渔

场修复振兴计划，经过多年

努力，收到了一些效果。但

大黄鱼的生态资源恢复效果

不明显，正因为如此，东海野

生大黄鱼生态资源恢复项目

意义特别重大。由于项目难

度非常大、指标特别高，三年

能否如期完成，他表示担忧。

渔业资源生态修复是一

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科学院

大学海洋学院院长、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孙松教授认为，目前对大黄鱼的全

生活史、洄游机理、生物习性等研究还不深入，原

有的自然栖息地是否还适应大黄鱼的生存，这些

问题都有待科学家们去研究，需要的前期工作量

非常大。

野化训练，这里的“门道”真不少

传统东海大黄鱼资源量非常少，偶尔被捕到

成体野生大黄鱼都会成为网络新闻。唯一的好消

息是人工繁育技术已经成熟，每年的增值放流也

一直在进行。但是，大黄鱼的游泳能力并不强，投

放鱼苗后，在自然海域能否捕到食物，自己又能否

逃脱其它鱼类的捕食？上海海洋大学吕为群教授

表示，自己并不乐观。

正因为如此，大黄鱼的野化训练被提上了日程。

严小军表示，在研究了大黄鱼在东海的活动

区域后，团队选择了中街山列岛附近海域作为野

化训练基地。他告诉记者，野化训练采取从纯人

工到纯野生的逐渐过渡方法，是项目组为提高增

殖放流大黄鱼生存能力的一个重要创举。

为此，项目组研发了一款专用的大型可降解

网具。在鱼苗投入海区后，先在网具内生活，定

时投喂足够食物，网具能有效保护投入海区初期

大黄鱼能避免被大型鱼类捕食，自然的海况也将

提升他们的游泳、捕食能力。合理设计的网眼尺

寸也能保证一些小型鱼类进入，补充食物来源。

该网具具备自然降解能力，在 3—5 个月内将完

成降解，网具的降解周期，刚好与大黄鱼在该海

域生活的周期吻合，确保了投放的大黄鱼能够融

入野生大黄鱼的队伍。

重建生态，以创新思维破题

大黄鱼自然资源衰退几十年了，新的生态平衡

已经建立。突然投放这么多大黄鱼进入自然海域，

生态环境是否能支撑？按照目前增殖放流技术，放

流存活率在1%左右，按1000吨产量计算，需要投放

2千万—2亿尾大黄鱼幼鱼。由此需要投入的巨大

经费如何解决？大黄鱼洄游习性等基础研究长期

比较薄弱，以此为基础的后续工作如何进行？

对此，严小军表示，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恢复项

目是浙江省科技厅历史上资助金额最大的项目之一，

它为社会各界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思路。以此为引领，

可以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海洋、关注东海渔业资源。

跳出野生大黄鱼，科学家们把眼光放在了东海渔

业资源的生态重建上——以野生大黄鱼为典型种类

创建东海渔业资源的示范性重建。通过智能装备与

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突破群体野化训练与季节性定

居化两项技术，重建野生群体种质资源与栖息地，创新

野化训练与集聚化的智能技术系统，重新确立洄游路

线与机制，重新估算食物链结构与生态承载力，重新建

立新型生产方式：形成养—钓—捕新型生产方式，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式全海域海洋牧场。

孙松认为，我国渔业产业发展已经进入瓶颈

期。近海养殖业受可用空间、环境污染等问题限

制，发展空间几近饱和。近海的捕捞产量也很难

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将深海养殖和大型海洋牧

场建设结合起来，不仅经济价值大，生态价值和社

会价值更大，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为避免步长江白鲟后尘
东海大黄鱼正在接受野化训练

本报记者 乔 地

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郑州黄河中央湿地公

园概念性规划（2019—2027年）》显示，郑州黄河中

央湿地公园东西长131.18公里，南北宽20.15公里，

总面积243.3平方公里，涉及巩义市、荥阳市、惠济

区、金水区、郑东新区和中牟县6个县（市、区）。

此前出台的《郑州市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实施

案（2018—2022 年）》也提出，郑州国土绿化总体

布局是“一核一区三屏四带多廊道”。其中“一

核”是指郑州大都市生态区，而中华生物园和郑

州黄河中央湿地公园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郑州中央湿地公园重点包括荥阳黄河湿地

生态体验区、中牟鸟类栖息地湿地保护区、巩义

河洛文化湿地公园、花园口历史文化展示区等

14 个项目建设。根据定位，郑州黄河中央湿地

公园将成为郑州大都市区生态安全屏障，通过生

态补水、退耕还湿（林、草）、封滩育草、鸟类栖息

地保护、湿地污染治理等工程，科学修复退化湿

地，构建生态系统稳定、功能突出、生物多样性丰

富的黄河湿地生态带。

为便于保护管理，将公园分为巩义、荥阳、郑

州北郊和中牟 4个景区。结合各区自然资源、文

化旅游资源特点，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普宣教

和生态旅游。

巩义景区地处河洛汇流区，相传是河出图、

洛出书、伏羲画八卦的地方，河洛文化是中华文

化的源头。规划完善生态旅游设施，宣传湿地知

识和河洛文化，发展滩区生态观光农业，开展休

闲旅游。

荥阳景区和郑州市北郊景区，将发展绿色有

机农业、生态休闲观光农业。荥阳段湿地生态体

验区位于广武镇黄河滩区，总面积 1.35万亩。项

目建设以生态保护为主，通过湿地修复，增加生

物多样性，拟建生态保育区、科普宣教区、生态旅

游区、生态体验区、生态农业区五个板块。郑东

新区黄河湿地恢复工程，将对郑州黄河湿地郑东

新区退化、弱化湿地进行恢复保育。

中牟鸟类栖息地保护区是大鸨的主要越冬

地，规划以保护湿地原生态及鸟类栖息地为主，

少量发展湿地生态观光农业。中牟段鸟类栖息

地保护区位于狼城岗镇，总面积 1.17万亩。将建

设大门、栈道、水系、隔离沟等，通过湿地修复，增

强科研监测能力，打造集候鸟保护、科研监测、科

普宣教于一体的鸟类栖息地保护示范区。

去年 2 月 11 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郑州市

召开生态建设动员大会，统筹推进“森林、湿地、

城市、流域、农田”五大生态系统。目前，荥阳段

和中牟段已先期启动示范建设。到 2022 年，建

成新郑十七里河湿地公园、新密溱水河湿地公

园、中牟雁鸣湖万亩湿地公园、登封颍河-白沙

水库湿地公园。

郑州市长王新伟表示，郑州市将突出沿黄地

区生态特色，保护好黄河自然河势，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综合治理，大力推进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努

力实现防洪安全和生态建设的有机融合，把黄河郑

州段建设成为黄河流域生态建设先行区，使郑州成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郑州黄河中央湿地公园
将重点打造四个景区湿地是重要的国土资源和自然资源，与森林、

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

肾”。在保持水土、净化水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

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河南省不断开展湿地保护、修复工

程，湿地生态状况明显好转，中华秋沙鸭、青头潜

鸭、白天鹅等珍稀鸟类逐渐增多。目前，全省建

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11 处，类型包括河流湿

地、湖泊湿地及人工湿地。自 2008 年河南第一

处国家湿地公园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建立以

来，全省共建立省级以上湿地公园 48 处，面积

132.94万亩。

但是，科技日报记者从河南省林业局了解

到，河南现有湿地 942 万亩，仅占国土面积的

3.7%，低于全国水平；保护率 47.8%，很多湿地明

显退化，水质受到污染，存在湿地不湿、湿地不

净、湿地不绿等现象，群众也不能方便地亲近湿

地、走进湿地、享受湿地。为此，河南将以黄河湿

地公园群建设为引领，在全省范围内积极开展退

耕还湿、退养还滩、引水增湿、生态补水，稳定和

扩大湿地面积；开展污染和有害生物防控，修复

受损湿地，恢复水生植物，改善湿地生态质量，维

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提升湿地生

态系统功能。

早在 2018 年，河南省政府印发的《河南省湿

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就勾画了湿地保护

的“十年路线图”：到 2022 年，湿地面积增加到

1000 万亩，湿地保护率达到 50%；到 2027 年，湿

地面积达到 1200 万亩，湿地保护率稳定在 50%

以上。具体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依托黄河干流建设可淹没型湿地，依托

引黄调蓄工程建设人工湖泊湿地，形成沿黄河湿

地和引黄湖泊湿地相结合的湿地公园群，重点建

设具有全省核心影响力的郑州黄河中央湿地公

园，形成全省湿地的龙头。

二是依托重要河流、大型水利枢纽建设一批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大型重要湿地和湿地公园，如

丹江口库区、宿鸭湖、白龟湖、出山店水库等，形

成全省湿地的骨干。

三是加强面上湿地及湿地公园建设和修复，

每个县至少建设 1 个省级以上湿地公园或湿地

自然保护区，实现湿地公园全省县（市、区）全覆

盖。去年，已在新郑、洛宁、郏县、上蔡等地新批

建 14个省级湿地公园试点单位。

2027年河南湿地面积
将达1200万亩，湿地公园覆盖全省

新华社讯（记者陈尚才 王泽昊）记者近日在西藏自治区十一

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了解到，截至目前，西藏 45％的区域列入最严

格的保护范围，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9％以上，地

表水水质达标率为 100％。

过去一年，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深入实施，生态

领域投入增幅 20％以上，新增造林 130.7 万亩，城镇绿色建筑面积

达 428.2 万平方米。落实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各类奖补资

金 97.7 亿元，累计命名自治区级生态县 17 个、生态乡镇 213 个、生

态村 2373个。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据了解，2019 年西藏环境监管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环

境保护考核对象扩展至区直部门和地（市），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

用途管制制度更加健全，收住了“一支笔”，年内未批准任何探矿和

采矿项目。

2020 年，西藏提出要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能耗、碳排放强

度和污染减排指标控制在国家核定范围内，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保持在 98％以上，进一步推进污水治理，扩大垃圾分

类试点，力争化肥农药使用量下降 10％。

与此同时，西藏将探索建立林（草）长制，加大水资源和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西藏

片区建设，编制实施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推进建立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优化布局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强化生态环境约束。

新增造林130.7万亩
西藏披上“绿色哈达”

东海伏季休渔结束，浙江象山千艘渔船整装出海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郑州黄河中央湿地公园郑州黄河中央湿地公园 河南省林业局供图河南省林业局供图

新华社讯（记者王金金）记者日前从青海省水利厅了解到，当

地对流域面积 100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水面面积 1 平方公里以上

湖泊（即“规模以上河湖”）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定。自此，青海省

内 179条河流、237个湖泊有了明确的管理范围。

“河湖明确管理线，解决了过去河湖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

的问题。”青海省水利厅河湖处处长程鹏说，本次划定完成的河湖

中有 40 条河流、196 个湖泊均在各类自然保护区内，其中黄河干

流、长江、澜沧江、黑河、湟水河等有堤防河段，其管理范围为堤防

背水侧堤脚线向外延伸 10米至 20米。

据了解，依据有关规定，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

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

地；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

位确定。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修建阻水渠道，堆放或排放污染水

体的物体，在堤防和护堤地建房、放牧，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

掘等其他违规活动。

程鹏表示，今年青海还将继续为省内规模以下河湖划定管理

范围，并对划定成果进行数字化处理，将相关数据应用到河长制湖

长制管理、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等工作中。

“亚洲水塔”青海
为规模以上河湖划定管理线

新华社讯（记者高健钧）四川省水利厅日前印发通知，核定嘉

陵江、涪江、渠江、大渡河、青衣江 5条河流流域的水资源统一调度

方案，确立五条河流的水资源调度目标、方式和责任主体。

记者从四川省水利厅了解到，依据该方案，四川将以 5条河流

途经市（州）为单位，逐个核定各断面最小下泄流量值，在此基础

上，细化干支流、上下游和左右岸的水资源季节分配方案；流域内

的水利水电工程，必须以确保最小下泄流量为调度运行的前提，各

引水工程和取水项目必须控制在河段最小下泄流量范围内；同时，

逐个断面建立流量在线监测设施并实现数据全省共享，实现实时

和动态监测。

据了解，嘉陵江、涪江、渠江、大渡河、青衣江 5 条河流是四川

省流域面积较大、径流量较大、流域人口相对稠密的河流。此次出

台调度方案的目标是合理配置流域内生活、生态、生产等用水，进

一步改善江河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

四川统一调度
嘉陵江等5条河流水资源

新华社讯 （记者周颖）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对外公布了

2019年全市空气环境质量。其中，PM2.5年均浓度 30微克/立方米，

连续三年稳定达标。

2019年，广州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93天，占比 80.3%，其中

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为 93天，“二级良”天数为 200天；连续两年

消除重度污染及严重污染。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对外通报，为了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广州

市采取了一系列整治举措。广州市燃煤锅炉由“十二五”初期的约

1400台下降至仅剩30台；广州规模以上工业的煤炭消费总量逐年递

减，从2013年的1850万吨下降至2019年11月的1167万吨。广州还

推动移动污染源治理，“十二五”以来淘汰黄标车21.6万辆，2018年底

实现公交车电动化，累计推广应用纯电动公交车11394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广州PM2.5年均浓度持续下降，但广州2019

年的二氧化氮、臭氧未达标，成为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分析，尚未建立起扬尘污染精

细化管控的有效机制与移动源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居高不下，成为

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面临的重要挑战。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广州将从 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深化

移动源污染控制、实施扬尘污染精细化管控、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

物等方面，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好转。

广州PM2.5年均浓度
降至每立方米30微克

本报记者 李 艳

根据规划，河南将

在黄河沿线打造黄河

湿地公园群，把黄河郑

州段建设成为黄河流

域生态建设先行区。

新安、孟津、吉利、济源、孟州、封丘、长垣、巩义、

荥阳、惠济、金水、中牟、龙亭、祥符、兰考、惠济、

武陟、原阳、濮阳县、范县、台前 25个县（市、区）。

根据规划，河南将在未来 10 年新建 18 个湿

地公园，总面积 114万亩。使规划区内湿地公园

总数由 2 个增加到 20 个，总面积提高到 119 万

亩。其中，国家湿地公园由 1个增加到 8个，面积

由 2万亩提高到 74万亩。

黄河沿线两侧，将新建 30 条生态游步道和

30个生态驿站，步道总长 680公里。建成中原地

区独具特色的生态长廊、文化长廊和休闲长廊，

为黄河沿岸群众出行提供环境优美的休憩场

所。其中，郑州市将规划 4条游步道，长度 112公

里，内设 4个生态驿站。

在黄河沿线湿地建设和保护方面，将加快湿

地的修复与建设。依托黄河干流建设可淹没型

湿地，依托引黄调蓄工程建设人工湖泊湿地，形

成沿黄河湿地和引黄湖泊湿地相结合的湿地公

园群，重点建设具有全省核心影响力的郑州黄河

中央湿地公园，形成全省湿地的龙头。

破解湿地不湿破解湿地不湿、、湿地不绿湿地不绿

河南建湿地公园群河南建湿地公园群““保卫黄河保卫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