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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相间的灯塔，依依起伏的芦苇，游弋盘旋

的白鹭……6月的长江经济带南京河西段，已经成

为不少市民和游客的“网红打卡胜地”。这条绵延

11公里长的绿色丝带，犹如从天飘落，铺展在长江

和新城之间。

地处最南端的鱼嘴湿地公园，几年前还是一

座油库，彼时的江滩油污遍地、杂乱无章。如今，

油库拆除，变成了白鹭广场，油船接驳栈道变成了

景观栈道，装卸货物的码头变成了观江平台。

沿着长江一路北上，江心洲内 66幢临江别墅、

船厂被拆除，曾经裸露的矿山被乌桕、雪松、银杏、

大叶女贞等 283万株乔木灌木覆盖，这片生产岸线

变成了生态、生活岸线。

沿江进入南京主城区，外秦淮河、金川河宝塔

桥断面、月牙湖，消黑除臭重现碧波……

南京因江而生、因江而兴、因江而盛，长江南

京段全长 97公里，拥有干流岸线约 190公里。

近年来，南京作为长江江苏段“最上游”城市

和全省唯一跨江布局的城市，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推进产业增绿、生态增容、污染减量、岸

线减压，2017 年以来已关闭退出了 111 家化工生

产企业。

同时，南京探索打造新兴动能产业，对传统产业

改造提升，统筹推动化工行业整治提升和沿江企业

转型发展，促进产业调绿调轻调优。2019年，五大产

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255亿元，同比增长16%。

近日，南京热浪扑面。但河西鱼嘴湿地公园

里，健身、散步的市民不时走过，草坪上，一对闺蜜

手持相机，摆着各种姿势拍照。几十米外的江中，

不时有鱼越过水面，在江面留下一个漩涡。

用河西新城管委会副主任蔡国峻的话说，几

年前，这里还是“临江不见江，邻水不亲水”。长

江经济带河西段原址多为防护堤、采砂场、油库，

是沿江工业遗迹。“我们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将油

船接驳栈道改造成观江平台，完整保留了湿地原

貌，在湿地丛林中划分区域，建设了步行栈道，使

游客既可以近距离观赏湿地，又避免了因人流进

入对湿地生态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对湿地河

道进行了疏浚，补植了富有层次感的水生植物。”

蔡国峻说。

如今，在这条滨江岸线上，羽杉、水杉、北美枫

香、红枫、鸡爪槭、紫叶李等彩色树种错落分布，并

迅速成为新兴旅游热点、南京市民节假日休闲游

玩胜地，每年接待游客近 600 万人次，国内外考察

调研 300 多批次。同时，这里也吸引了阿里巴巴、

小米、华侨城欢乐滨江等一批创新型企业入驻。

“今年，鱼嘴广场还将改造为可以观看大江风

貌，具备举办大型户外音乐会的江豚音乐广场。”

蔡国峻说。

沿江岸驱车约 25公里，位于南京主城区北侧、

长江南岸的幕燕滨江风貌区则拉开了生态修复

大幕，给这片南京新外滩带来了巨变。

南京旅游集团副总经理陆俊说，自 1950 年以

来，众多采石场建设于此，每年开采矿石 400 多万

吨，截至 1998 年，主峰从 205 米下降到 186 米，幕

府山形成了相当于 30 个标准足球场面积的裸露

矿坑，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

近年来，幕燕沿江地区完成约 110 户砂场码

头、71 家工企单位以及 579 余户居民搬迁整治，

“对山体的修复，我们尝试用填土复绿、凿石挖槽

以及轮胎织网的方法，种植各类乔木灌木约 283

万株，引进乔木品种达 120 多个，平均成活率达

98%，整体增加恢复了湿地水系约 13 万平方米。”

陆俊说。

整治生产岸线，“黄金带”镶上“绿宝石”

本报记者 金 凤

古城南京，襟江带河，依山傍水，属长江流域

秦淮河水系的南京秦淮区，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

错落，河湖众多、水网密集。

月牙湖位于南京市东郊风景区内，西邻明城

墙，北依钟山，南接秦淮河。几年前，这里水质较

差、岸坡杂乱、遍地违建，周边居民意见较大，投诉

较多。

秦淮区副区长还建军将对月牙湖的治理，

比喻为治病救人。“我们对月牙湖采用了‘拆、

截 、清 、修 、引 、测 、管 、景 ’治 水 八 字 工 作 法 。

‘拆’就像做手术，打通所有堵点；‘截’就是忌

口，不吃脏东西，杜绝污水下河；‘清’即清淤，疏

通经络；‘修’是生态修复，好比中药调理；‘引’

即吐故纳新，补充养分和新鲜血液；‘测’就如同

突破治水瓶颈，水下森林成城市绿肺

加快化工产业整治，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发展，

正为南京破解化工围城，腾出发展新空间。

南京栖霞区是传统的工业企业集聚区，特别

是燕子矶地区，曾经是南京城北的“化工城”，不到

2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 404 家工业企业、66

家化工企业。

如今的燕子矶滨江风光带已成为市民休闲的

新去处，通江河道水清岸绿。

作为长江江苏段“最上游”城市和全省唯一跨

江布局的城市，南京聚力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南京市工信局

新闻发言人汪少军介绍，在培育壮大新产业、推进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统筹推动化工行业整治提升

和沿江重点企业转型发展等方面，他们不断提升

南京发展的“含新量”“含金量”“含绿量”。

近年来，南京瞄准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健康等产

业，加快新兴动能的打造。2019 年，5 大产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6255亿元，同比增长 16%。其中，软

件业务收入超过 5100 亿元，产业规模位居全省第

一、全国第四，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

生物医药与健康等 4 个产业均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势头。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

背景下，2020 年 1—4 月份，五大产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1965亿元，同比增长 6%。

同时，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也促进产业调绿

调轻调优。汪少军介绍，他们以化工、钢铁、建材

等传统行业为重点，组织实施企业能效提升、清洁

生产、废弃物资源化等技术改造。已成功创建了 6

家绿色示范工厂和 2个绿色示范园区，打造了一批

绿色产品和绿色供应链。

“今年，我们还将坚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用好技术改造普惠性奖补等政策，推动传统产

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推动质量和品牌

提升，提高供给水平，更好顺应产业升级、消费升

级的需要。”汪少军说。

产业“调绿”，转型升级生态经济体系

定期体检；‘管’类似日常的保养；最后‘景’就是

做美容。”

秦淮区水务局副局长徐连奎介绍，他们通过

投放“食藻虫”，建立了“食藻虫—沉水植物—水生

动物—微生物群落”共生生态系统，形成底泥微生

物、沉水植物、大型蚤、鱼虾螺贝食物链，将水体污

染物转化为生物蛋白。同时种植沉水植物，植物

光合作用增加水体溶解氧，投放鱼类、蟹类、贝类、

螺类等土著水生动物，强化和优化水生生物多样

性，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形成良性循环的水生态自

净系统。

如今，月牙湖成了“水下森林”，不仅水草摇

曳、鱼虾成群，还吸引了大量的野鸟筑巢安家。

“治水只有里程，没有终点，只有持续接力才

能升级美丽。”还建军说，为了突破治水瓶颈，他们

打破责任制度缺失的瓶颈，建立了河长制体系，实

现了由点及面、由水质管理向全面治理的转变；打

破管水千篇一律的瓶颈，坚持一河一策、一口一

档，每条水体配置一张整治进度表、一套资金保障

方案、一支技术支持团队；打破排水不规范的瓶

颈，全面完成现有近 4000个排水户整治任务，实现

排水许可全覆盖；打破长效保持难的瓶颈，创新督

查考核方式，拓展公众参与渠道，从严追究责任不

手软。

新华社讯（记者任会斌）巍峨的贺兰山在天际若隐若现，蓝天

白云下，一处处工厂楼房被绿色环绕……盛夏的内蒙古自治区鄂

托克经济开发区，树木郁郁葱葱，花草芬芳。

“现在大变样了！刚来时，我看见蓝天绿树得高兴半天。”李敏

是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已在此工作 15 年，对昔日的环境状况记忆

犹新。

鄂托克经济开发区位于内蒙古西部的鄂托克旗棋盘井镇境

内，当地焦煤、石灰石等矿产丰富。21世纪初，各地纷纷吹响工业

化号角，当地政府也于 2001 年设立了棋盘井工业园（2006 年改称

“鄂托克经济开发区”）。

“当时环保意识弱，觉得‘苍蝇蚊子都是肉’。”鄂托克经济开发

区环保局局长马玉珍回忆说，“小煤窑、小焦炭、小硅铁、电石厂、石

灰窑等小企业遍地开花，弄得这里长年烟尘笼罩，空气里有股浓浓

的煤烟味，山也被挖得千疮百孔。”

一些居民说，当年，棋盘井一带白天烟尘滚滚，晚上红彤彤一

片，人们戏称这里是“八百里火焰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托克经济开发区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要求，以环境治理助推绿色转型、以循环产业链构筑产业集群、

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逐步走出一条适合地区实际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目前，500 万吨焦化项目正在提产，焦炉尾气制乙二醇和尼

龙材料、焦油制针状焦等一批下游配套工程正加紧建设。”内蒙古

三维资源集团董事长樊三维经常到厂区检查，了解施工进度。

过去几年里，这家集团淘汰规模小、技术落后的焦炭、铁合金

等生产线，与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联合投资 200多亿元新建 500

万吨/年煤焦化、化工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后可生产焦炭和 20多

种化工品、新材料，将实现焦煤的绿色梯级利用。

通过调整存量、做优增量，鄂托克经济开发区已累计关停、取

缔环保不达标企业 600多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 1530万吨。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黄伯韡说，“壮士断臂”调结构，加法减法一

起算，让园区逐渐走出“重速度、轻质量”的老格局，把产业发展的

上升期变为绿色转型的加速期。

“十三五”以来，这个开发区投入 50 多亿元，实施电厂脱硫脱

硝、工业除尘、锅炉上大压小、污水处理等环保项目 360多项，全方

位治理“三废”。园区还引导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变废为宝。

鄂尔多斯西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硅铁合金生产企业，

80 多台矿热炉每天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氢气等尾气，天灯一点就

是 13 年。今年，矿热炉尾气制 12 万吨甲醇项目正式投产，每年新

增 3亿多元产值，20万吨/年食品级二氧化碳捕集处理项目也将在

近期启动建设。

据黄伯韡介绍，通过上下游配套、延链补链，园区已搭建冶金、

氯碱、焦化、化工等多条循环产业链，打开了绿色发展的广阔空

间。2019年，园区工业产值和财政总收入分别达到 540亿元、45亿

元，成为全自治区实力最强的开发区之一。

污染严重时，棋盘井镇 PM10的最高监测值超过 1000，超标天

数超过 70%，去年空气优良率已达到 75%。过去，棋盘井一带一年

四季光秃秃的，通过连年植树种草、修复矿区植被，目前绿化率提

高到近 17%，人均绿化面积达到 134平方米。

“自由呼吸的感觉真好！”近几年，李敏出门不再怕“吸尘吸

毒”，还养成了晨跑的习惯。

“过去，我们是粗放发展的代表，现在成了观察自治区高质量

发展成效的窗口。”马玉珍说，园区建设之初，当地不少人嚷嚷“宁

可呛死，不能饿死”。环保政策收紧后，部分企业排污由明变暗，环

保人员检查时没少吃“闭门羹”，时常有领导打招呼说情。如今，生

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干部群众眼睛雪亮，污染企业难以藏身。

去年，一家企业上门对接，拟投资 70 亿元建设制药项目。园

区评估认为，该项目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予以婉拒。“换来这片

蓝天不易，我们要增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定力。”黄伯韡说。

内蒙古

“八百里火焰山”披上“绿装”

新华社讯 （记者周喆 沐铁城 史彧）记者从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省管理局获悉，该局委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科研团队的

一项调查初步确定，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分布着较高密度的

荒漠猫种群，是现阶段我国较容易目击荒漠猫的区域。

该科研团队历时 30 多天，采用晨巡、夜巡，采集粪便、布设红

外相机、访谈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荒漠猫种群分布、结构、生态学

行为和威胁现状研究。调查范围涉及国家公园内门源回族自治县

老龙湾、祁连县油葫芦、天峻县苏里等区域，面积达 3000 平方公

里。

据了解，这次调查中 18 台相机 9 天内共探测荒漠猫 13 次，工

作人员共目击荒漠猫 7 次；采集到粪便样品 133 份、荒漠猫尸体样

品 3 次。“长期以来，荒漠猫活动隐秘，种群数量较少，如此高的遇

见率可以初步确定，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范围内荒漠猫分布

较广。”科研团队野外调查工作负责人刘炎林表示。

团队成员严频发回忆，5 月 17 日 22 时左右，调查团队在祁连

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夜巡时，发现一个黑影

出现道路左侧的沙棘林中。“我们赶紧停车拍照观察，这种酷似猫

的动物盯着我们看了几秒钟就迅速跳上土坡，钻进灌木丛了。”经

过工作人员分析辨认，确定这是一只荒漠猫。

下一步，该团队将通过为荒漠猫佩戴颈圈，深入研究其活动规

律、家域面积、种群结构、繁殖等行为学及威胁现状，为祁连山国家

公园正式设园后的保护管理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

荒漠猫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我国猫科动物中唯一的

特有种，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地区，目前我国关于荒漠猫相关记录

有限。严频发表示，此次专项调查不仅开启了祁连山国家公园荒

漠猫的系统调查，同时还发现白唇鹿、马鹿等有蹄类，高原鼠兔等

小型哺乳动物及鸟类数量丰富，表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野

生动物栖息环境良好。

祁连山国家公园首个

荒漠猫专项调查取得阶段性成果

“开展竹材碳足迹的全过程系统监测和研

究，完善竹林碳汇的内涵，正确认识碳循环的规

律，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碳汇研究的必由

之路；特别是在竹材碳足迹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实

施之下，促进竹林定期采伐、全量收获、健康生

长，增加商品材产量、产品碳封存时间、产品寿

命，助力资源高效利用、脱贫致富增收、延缓碳排

放，调控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合理有序、协同发

展，意义十分重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竹藤

中心研究员费本华近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

竹子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之一，固碳潜

力巨大，一次种植可永续利用。竹材从光合作用、

生长发育、采伐收获、原料仓储、高效利用直至分

解释放二氧化碳的全生命周期，就是碳汇的全过

程，即竹材碳足迹。

竹材碳足迹研究呈现割
裂状态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竹藤中心费本

华团队在《世界竹藤通讯》发表了题为《竹材碳足

迹的内涵及其对产业发展的调控作用》的论文。

费本华团队不仅从光合作用、生长发育、及时

采伐、原料仓储、高效利用以及分解释放的全过

程，系统研究碳足迹，解决了概念片面性、轨迹不

完整性、内涵科学性，实现了研究方法创新，而且

探明了成熟竹材及时采伐、全量收获、余量仓储、

高效利用的管理机制，可以改变竹业传统经营模

式。团队还建立了竹材碳足迹有效调控机制，实

现了竹林健康生长、生态功能良好、经济价值最大

化的集成，对后扶贫时代持续致富具有重要作用，

极大延缓二氧化碳排放，为竹产业由传统产业走

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依据。

植物是陆地上唯一能够从大气中固碳的自然

生态系统，其减缓气候变化、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

能力远未被认识和充分发挥。

研究人员发现，竹材碳足迹研究一直以来呈

现割裂状态，要么侧重于竹林培育阶段，要么侧重

于竹材加工阶段。

费本华认为，减少碳排放是目前建设生态社

会的重要途径，以此为出发点，通过碳足迹引导整

个竹业的发展，是既能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又能

保证生态环保的有效措施。

“只有从光合作用、培育、采伐、仓储、加工、销

售、循环利用、再分解等全过程综合研究，才是科

学的、现实的；竹类植物同样遵循生老死亡规律，

如何保持其生长良好、生态良好、经济效益最大

化，有效造福人类，目前还远远没有做到；建立竹

材碳足迹有效调控机制，保持竹林健康生长、生态

功能良好、经济价值最大化、延缓碳排放，对后扶

贫时代持续致富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林业行业的

巨大创新。”费本华说。

追寻竹材碳足迹，破译
竹产业振兴密码
“竹材碳足迹是对竹林碳汇和竹材及其制品

碳封存的综合定义，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从光合作

用、培育、采伐、仓储、加工、销售、循环利用、再分

解等全过程碳素变化，而且包括通过建立合理的

竹材碳足迹调控机制，有效促进产业发展，振兴乡

村经济。”费本华说。

他表示，竹材碳足迹包含立竹、伐竹、竹加工

等竹业各环节中二氧化碳的吸收排放过程，贯穿

培育、采伐、仓储、加工及销售 5 个主要环节。竹

林培育是碳足迹的第一个环节；竹材仓储是连接

营林企业和竹产品加工企业的补充环节；竹制品

环节包含竹单元加工、竹板材加工和应用环节。

这个环节可以通过提高竹制品加工效率、产量和

延长使用寿命等措施减少碳排放；竹制品进入消

费者使用环节后，碳彻底固定于竹制品中，如家

具、建筑、日用品、纸品等，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

将会延长固碳的时间，直至丢弃填埋为止，二氧化

碳才会重新回到大气中。

竹材碳足迹对产业发展的调控作用有哪些？

“研究发现，促进竹材在成熟期能够及时间

伐、及时保存、及时仓储、合理使用，一方面有利

于竹林健康生长，竹农年年获得稳定收入，另一

方面年年持续获得更多竹材，供国民经济建设

需要，保证材料资源长治久安，走再生资源强国

之路；促进建立国家竹材仓储机制，持续积累再

生资源；促进竹质商品产量大幅度提高，满足建

材市场需求，同时提高产品碳封存体量；促进产

学研协同攻关，延长产品寿命，增加产品碳封存

时间；促进竹材碳足迹常效调控机制建立，一、

二、三产业协同管理，既解决后扶贫时代保富增

收问题，又有效减缓二氧化碳减排。”费本华说，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减免税、碳补贴等

措施。

费本华指出，采用碳足迹模式引导竹产业，是

一种从目标推动行为的方式创新，是践行新理念、

提速竹产业的保障措施，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营

林企业、加工企业的积极性，在竹产品品质、使用

寿命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创新模式的建

立，对推进竹业及林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竹材二氧化碳减排能力远未被认识，专家建议——

用碳足迹引导竹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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