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承载了世人的

情感，见证了历史的兴衰；她联系着沿海和内陆，4

亿多人与之共生存同命运。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

是多少人梦里水乡的模样，但是如今只存于人们

的记忆之中。长江流域每年废水排放总量最高达

三百多亿吨，占全国近五成；污水肆意排放，水生

生物急剧减少，水质富营养化日趋严重。

远超环境容量的开发强度和不合理的开发方式，

让母亲河伤痕累累，我们必须猛药去疴、刮骨疗毒。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这是总书记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立下的规矩、划定的红线。

强调大保护，是要以大保护、生态优先的规矩

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搞大开发，是

要防止一哄而上，刹住无序开发、破坏性开发和超

范围开发，实现科学、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保护长江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

保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赖以依托的载体。所以，沿

江各省市必须从思想认识到具体行动实现根本转

变，苦干实干、久久为功；必须认识到发展不在于朝

夕之“赢”，保护是为了长远之“兴”，切实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必须还江于民，让人民

群众有了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唱好新时代的长江

之歌，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

唱好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每年的春季，内蒙古都会出现大风天气。同

样，每年的这个时候，在库布其沙漠里，当地群

众、志愿者们都会顶着大风走进大漠，或植树，或

采集数据，或播种，几十年来从未间断。今年库

布其沙漠恩格贝生态示范区里的治沙热情不减

反增。

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北靠黄河，位于鄂尔多斯

市境内库布其沙漠中段北缘，总面积约 30 万亩。

40年来，这里从寸草不生的大漠，变成了植被覆盖

率 78%、森林覆盖率达到 41%的沙漠绿洲。

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的

环境优良天数逐年增加，去年达到了 340 天以上。

空气质量逐年提高，荣获了“天然氧吧”的称号，被

评为全国“深呼吸”小镇。

“恩格贝境界”，治沙精神
撑起生态治理
“今天的恩格贝绿洲，不是这一代治沙人造就

的，而是几代治沙人初心不改、持之以恒的结果，

而恩格贝的治沙精神将会永存。”恩格贝生态示范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志忠说。

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的沙漠治理可以追溯到 40

年前。1975 年春天，鄂尔多斯市（时称伊克昭盟）

核定了 28 万元的治沙专项资金，恩格贝区域得到

了 4 万元，及 10 多名科技干部的进驻。就是这点

钱和这几个人，拉开了当地的治沙大幕。

彼时的沙漠治理仅仅是朴素自然的植树造

林，还没有像现在提升到了生态治理绿色发展的

理念。实际上，沙漠生态治理是一个群体意识和

时代共识，而这种共识是一步步提升出来的。梳

理恩格贝 40 年的沙漠治理历程，其成功的根本原

因，正是第一代拓荒治沙志愿者砥砺前行，才唤起

了民众的生态治理意识。

1989年，作为恩格贝第一代的治沙志愿者，时

任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常务副总裁的王明海带领着

第一批志愿者，开始摸索“以洪治沙、以洪淤地、化

害为利”的科学治沙之路。

此后几十年，恩格贝的生态建设得到了国内

外各界的大力支持，每年都会有 20 多个国家近千

名外国志愿者来这里植树。

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也来到恩格贝，与王

明海二人携手，在沙漠里一干就是几十年，被后代

治沙人传为佳话，大家称这种治沙精神为“恩格贝

境界”。

1995 年，恩格贝已经种植白杨树 100 万棵，

1998 年达 200 万棵，2001 年达 300 万棵，荒无人烟

的恩格贝已经形成一个 300 多人居住的村落。沙

漠治理由此也进入了良性循环。

来恩格贝旅游的人们，都要来看看中国人寿

的青年林、国家税务的中国税务林、中组部的青年

林、全国铁路系统各部门的青年林、夕阳红林、延

安精神林、蒙古国志愿者林、华夏基金林等以及许

多个人捐赠建设的林区。

如今的恩格贝已成了“沙漠绿洲”，环境得到

很大的改善，恩格贝沙区初步形成带、网、片，乔、

灌、草结合的综合防护林体系，为保护黄河编织了

一道绿色的屏障。

科学创新，让昔日的沙漠
变绿洲

科技创新为恩格贝带来了既要“大发展”又要

“生态美”的底气和成果。

据王明海介绍，示范区不断践行着钱学森的

沙产业发展理念，本着“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

高效益”的 12字方针，推动沙产业区块的发展。最

大限度地开发利用阳光资源，科学节约用水，利用

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实现单位面积土地产

值绿色效益的最大化。

“多采光，就是集中太阳能在温室内进行农业

生产；少用水是采用中科院设计的滴灌技术，实现

节水越 60%；新技术和高效益体现在我们实现每

亩设施农业的经济效益超过大田农业的 9 倍左

右。”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农业技术员刘雪芹告诉

记者。

杨志忠说，生态示范区将创新的思想用在了

治沙的方方面面。今年来，管理团队大力开发景

观树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保证树种成活

的同时，还根据气候、土壤等条件，栽培一些像胡

杨一样的景观树种。既有防风固沙的作用，又能

成为景观供游客观赏。更重要的是，通过丰富各

类树种，有效提供了动植物的生存生长环境，加强

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018 年示范区还引进了 30 余个航天果蔬品

种，进行试验示范并取得初步试验比对报告。结

合精准脱贫工作，组织农技人员开展了 3次新作物

培育园新品种现场观摩会，积极推广试验示范成

果，带动了农牧民改变传统种植方式。

今年，示范区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以环境

友好、和谐共存、绿色协调、政府主导、科技引领、

市场运作为发展原则，以生态示范为基础、以文化

旅游为突破、以新能源新科技为支撑，加快推进现

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产品创新，打造“生态示范、

科普教育、循环经济、旅游观光、医疗养生、新能源

新科技”六位一体的示范区。

库布其沙漠深处藏着一个“深呼吸”小镇
——内蒙古恩格贝生态治理启示

绿色动态

阳春三月，长江上游最大江心岛——重庆市

南岸区广阳岛上，春风和煦，鸟语花香，1280 亩油

菜花迎风绽放。

2 月 24 日，广阳岛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正式复

工。如果不是重庆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实施这一项

目，这里已成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的房地产建设

工地。通过科技加持，未来的广阳岛将成为清洁

能源利用率 100%、绿色交通出行率 100%、生活垃

圾及污水零排放的生态绿岛。

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长江在浩浩荡荡的

不息奔流中，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形

成中国经济大动脉。但千百年来，她也饱受水土

流失、环境污染、过度开发之痛。

2016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主持召

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要求必须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

4年来，11省市同饮一江水、共担一份责，治理

污染、修复生态、协同发力，长江大保护不断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

3 月 10 日傍晚，南京滨江外滩江面上出现成

群江豚，互相游动追逐，还有江豚不时跃出水面。

许多市民拿出相机、手机，争相拍摄。

在江边绿道健走骑行、在观景平台拍摄江豚

戏水，已经成为许多南京市民的一项休闲活动。

目前，全国唯一在主城区附近的江豚保护区就设

在这里，南京人为此放弃了江边的灯红酒绿与船

来车往，取而代之的是融合生态保护、休闲游憩等

多种功能的 60公里滨江风光带。

3 月 28 日，南京市委市政府宣布，近期将制定

出台《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并全面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长江和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基因宝库

和生态安全屏障。由于多年来的无序利用和过度

开发，长江一度不堪重负，生态环境恶化，可持续

发展面临极大挑战。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

丽的万里长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痛心疾呼。

2016 年 1 月，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治理开出了

治本良方，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几年来，沿江省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各部

门坚决贯彻、落地有声。

2020年第一天，青海发布《关于黄河等十河三

湖管理范围的通告》，为生态保护再让出 10米的空

间，给长江、黄河、澜沧江在内的 10 条河流划定出

生态管理“10米线”。

3 月 26 日，《2020 年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方

案》出台，将在长江及重要支流构建生态环境监测

新体系，做好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预报预警等，成

为今年四川环境监测的重点工作之一。

2018年，湖北出台《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等

湖北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相关工作方案》，

探索出实施专项战役、分类施策、协同作战、标本

兼治等“湖北经验”。

从 2019 年 4 月起，安徽开展“三大一强”专项

攻坚行动，“点对点”解决问题，打好打赢长江安徽

段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攻坚战。

政策与法规先行，打出治理组合拳

青海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被

誉为“中华水塔”，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水源涵

养生态功能区。保护好长江源对整个长江生态的

改善意义重大。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

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习近平总书记言语谆

谆意深长。

为了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青海省多措并

举不断加大河湖生态保护和治理力度，把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做好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文章。

监测显示，2007年以来，上述三大河流水源水

质已持续 12年达优。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

郝玉江表示，目前，长江水质总体处于比较好的状

态，长江中下游一带由于水污染导致水生物种死

亡的现象极少，这与源头优良水质分不开。

在长江上游的另一个重要水源发源地四川

省，也在围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

在保水中治水，长江再现碧水长流

在《2019 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

13个字——“清水塘老工业区企业全部关闭。”

外人或许不懂，但湖南人都很清楚它的分量。

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是重污染区，湖南将其定为湘

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的五大重点区域之

一。2018年底，这里261家企业全面关停退出。

湘潭竹埠港、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娄底

锡矿山、郴州三十六湾，都是曾被喻为湘江流域环

境“毒瘤”的区域。现在，在 3578个整治项目，1182

家涉重企业关停的治理下，毒瘤一一被去除。与

此同时，湖南还在湘江流域县以上城镇建立生活

污水和垃圾无害化收集处理设施，退出湘江干流

500 米范围内 2273 家规模畜禽养殖场，全面清理

“毛细血管”。

54岁的姜育龙是安徽省旌德县马家溪国家森

林公园林长，也是全县 200 名村（社区）级林长之

一，对于这个“身份”，他解读得很透彻：就是要带

领同事在这个“天然大氧吧”里继续护绿增绿，还

要想办法为园区增加效益。

2017 年 6 月，旌德县率先在安徽省县级层面

推行林长制，根据全县森林资源分布状况和地形

情况,设立县、镇、村三级林长共 248名,确保一山一

坡、一园一林都有专员专管。

去年 10月，在旌德县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安徽

省在全国率先启动林长制，合肥、安庆、宣城等地

先行试点，2018年全省建立了五级林长制体系。

为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安徽省在“三河一湖一

园一区”多点发力，即皖江生态文明示范区、淮河

生态经济带、新安江生态经济示范区、巢湖流域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大黄山国家公园、大别山绿色

发展示范区。围绕目标任务，安徽省已实施重点

项目 543个，包括生态建设类、污染防治类、循环低

碳类等项目，总投资 6121亿元。截至去年底，全省

已超额完成绿色发展重点项目建设年度计划。

边去黑边增绿，生态修复激发生机活力

本报记者 张 晔 张 蕴 盛 利
俞慧友 吴长锋 雍 黎
刘志伟 赵汉斌

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协同推进生态修复、

资源保护、污染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

这几天，在四川盐亭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

害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汪涛，正推进《长江上游

旱坡地氮磷径流流失综合防控技术研发与示范》

等项目研究工作。

“水利工程中不仅要关注输水效率，也要重视

沿线水体污染拦截。”他说，该项目相继研发了长

江上游丘陵区面源污染源头减控、过程阻控和末

端治理等流域“减源、增汇、截获、循环”全程控制

技术等核心技术，“比如将灌溉沟与排水沟区别对

待，通过建设生态水沟，能有效拦截农田径流所携

带的 50%的氮、60%的磷。”

通过持续整治，奔腾不息的长江，正翻涌着生

生不息的绿水清波。据统计，2019年 1月至 11月，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 82.5%，优于全国平均

水平 6.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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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慧 本报记者 张景阳

只为一江清水向东流只为一江清水向东流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四年巨变从大开发到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四年巨变（（上上））

张 晔

科技日报讯（周贵连 记者刘廉君）今年河北省将全面完成退

化草原生态修复 140万亩建设任务，到年底，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将

达到 73%以上；今年完成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400 万亩以上，实现

“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入境蝗虫不迁移越境进京，草

原有鼠不成灾”的目标。日前，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河北省

2020年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工作推进方案》。

方案提出，今年河北省将以改善草原生态质量为核心，以维护

草原生态功能为主线，以实施《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

环境支撑区建设规划（2019—2035 年）》和承德国家可持续发展议

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因地施策，牢

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

提升草原生态功能。

为严格落实草原禁牧休牧制度，河北省将加强划定区域的禁

牧工作，建立禁牧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严厉查处违规放牧等破坏

草原行为，有效保护草原资源。加强草原监测工作。建立健全草

原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及时掌握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的实施效果，定

期编报监测报告，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方案提出，各地将加强对重点区域和关键时期草原鼠虫害发

生动态的监测预警，定期采集固定监测站（点）数据，密切跟踪种群

动态，做到监测无死角，全方位覆盖。根据本地草原生物灾害发生

规律、特点和监测结果，提前做好药剂药械等防治物资储备、机械

维修、组织动员、人员技术培训及用药安全培训等工作，确保灾害

发生后能迅速应对。

河北省今年将完成

草原有害生物防治400万亩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港口船舶污染防治如何推进？美

丽云南建设中,航运如何实现绿色发展？记者从云南省交通运输

厅了解到，近日，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省发改委、生态环境厅、住房

城乡建设厅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工作方案，全面推进全省船舶和港

口污染突出问题的整治。

据了解，此次整治覆盖全云南省的船舶和港口，重点整治“两

江九湖五港两类船”。其中，“两江”即金沙江、澜沧江；“九湖”即云

南九大高原湖泊；“五港”即水富港、景洪港、思茅港、大理港、昆明

港；“两类船”即 400总吨及以上船舶和设卫生间的船舶。

此次整治时限为今年 10月底，方案要求今年 6月底前，完成港

口自身环保设施完善改造；8 月底前，全省 400 总吨及以上船舶和

设卫生间的船舶配置生活污水处置装置完成改造；加快港口、码

头、装卸点接收设施建设并与城市公共转运处置设施有效衔接，全

面完成 5个重点港口与后方城镇管网衔接建设；10月底前，完成港

口、码头岸电设施建设和航运企业船舶受电设施改造，同时昭通市

要完成 8座码头手续完善。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勇介绍，通过整治，将使全省船舶

和内河港口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改。“两

江九湖五港两类船”达到污染物零排放至水体；生活垃圾、生活污

水、含油污水三类污染物全部收集、处置。同时，全面完成全省

139 艘 400 总吨及以上船舶和 479 艘设卫生间的船舶生活污水收

集或处理装置建设改造并正常运行，推进 1169 艘 400 总吨以下船

舶污染物收集或处理装置建设改造；5 个重点港口接收设施全面

建成并与后方公共转运处置设施有效衔接，其他港口、码头因地制

宜完善接收处置设施，推进金沙江 8 座手续不齐全码头的手续完

善，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云南省四部门联手

整治船舶和港口污染突出问题

科技日报讯 （陈曦）围绕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保障水安

全的工作思路，天津保税区城环局在区域内建立了河湖管理和保

护的工作制度，水环境保护工作已成为长效机制。辖区内 18条排

水河道总长 79 公里、5 个景观湖（含人工湿地）总面积达 113 万平

方米，每天有超过 50 人的队伍来为这些“绿色血液”排查清理、疏

通养护。在 2019 年度滨海新区“河（湖）长制”办公室对 24 个街镇

（开发区）考核评估中，保税区位居第 1名。

保税区城环局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2020年，天津港保税区将继续加强水源头控制和日常巡视，运

用科技手段开展生态治理，保障健康绿色水资源常驻保税，让更多

的野生动物可以在此繁殖栖息。

随着天津港保税区河湖治理力度不断加强，区域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为野生鸟类提供了优良的生活环境。近日，在空港地区的

东西湖，健康绿色的水源吸引了包括黑天鹅、凤头鸊鷉[pìtī]、黑

翅长脚鹬等多种鸟类前来栖息，给春日的空港增添了许多灵气。

据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赵大

鹏介绍，凤头鸊鷉是鸊鷉的一种，属于国家三有动物。雄鸊鷉和雌

鸊鷉从相识到交配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求偶舞蹈。水面上，两只相

遇的鸊鷉，面对面低头展翅，然后抬头仰脖，拍动双翅，迅速向前。

当互相快碰到时，两只鸊鷉又会骤然停下改为后退，像一场优美的

芭蕾。黑天鹅原产澳洲，已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全身主要呈黑灰色或黑褐色，全身羽毛卷曲，具有天鹅种类

中最长的脖子，它们是一夫一妻制，并且通常终身相伴。

天津市河湖治理见成效

珍禽鸊鷉罕见“做客”空港

短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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