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

伊金霍洛旗的环境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数据，

在国家生态文明示范旗创建指标中，伊金霍洛旗

的生态生活指标和生态文化指标达标率均为百

分之百。

夏日夜晚，漫步在伊金霍洛旗政府所在地阿

拉腾席热镇的街道上，美轮美奂的音乐喷泉与延

伸数百米的楼宇外立面亮化相映生辉，各色灯光

巧妙点缀于公园林间草中，游人或漫步水上栈桥，

或流连在林间小道，健身、散步、赏花、观景、戏水，

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的鲜活图景。

昔日的黄沙腹地一座城，现在的“三河两湖”

内外循环的环城生态水系，伊金霍洛旗因水成街、

因水成路、因水成景、因水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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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景阳

伊金霍洛旗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属半干旱

向干旱过渡区。这里常年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日

照强烈，年内大风天数平均 26 天，年平均降水量

343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 2351 毫米，是典型的资源

性、工程性和结构性缺水地区。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伊金霍洛旗原有水域空

间受到挤压。城市河湖连通性一度遭到破坏，致使

掌岗图河、柳沟河、东西红海子等城市水体生态水

量不足、水体流通不畅、湿地面积萎缩，造成生态功

能退化、承载能力下降、人水关系分离等诸多问题。

“历史原因和地理因素曾经为伊金霍洛旗的

生态建设出了一道难题。答好这道难题，我们只

有从水资源综合利用上寻找突破口。”伊金霍洛旗

圣圆水务公司副总经理赵建刚说。

煤炭是伊金霍洛旗的主导产业，在为地区经

济发展提供强劲支撑的同时，产业也带来了一系

列衍生问题，其中以疏干水问题最为棘手。赵建

刚介绍说：“煤炭在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矿井

疏干水，对煤矿企业来说，疏干水利用好了是资

源，利用不好就成了负担。”

伊金霍洛旗很多煤矿在实际开采过程中，疏

干水涌水量大小不一，有超过 40%的煤矿，疏干水

涌水量超出煤矿自身综合利用量。

城市缺水，矿区弃水，这是一对矛盾，却同时催

生了伊金霍洛旗建设城市生态水系的战略构想。“这

一战略构想，旨在将矿区疏干水变废为宝、引水入

城，实现资源化利用，从而有效化解城市‘水从哪里

来’和矿区‘水往哪里去’的两难问题。”赵建刚说。

两个难题催生生态战略构想

2018 年 3 月，伊金霍洛旗城市生态水系建设

正式拉开帷幕。全旗首先启动实施了“三河两湖”

河湖连通水系工程，对掌岗图河、柳沟河原有河道

进行了全面疏通清理，建成东西红海子连接线 3公

里、高层区到东红海子排涝沟 1.2 公里、东红海子

到乌兰木伦河下游排洪沟 4.468公里，建成蓄水湖

8 个，累计挖填土方 288 万立方米，基本形成了以

“三河两湖”五大水体为轴心的环城水系框架。

旗委政府与疏干水集中利用条件较好的 11座

煤矿进行了积极沟通协商，利用富余的疏干水作

为水源补给，铺设输水主管网 115.6 公里，铺设煤

矿至主管网输水管网 19公里，建成 2000 立方米蓄

水池 9座、7000立方米蓄水池一座、加压泵站 3座，

打通了从煤矿至“三河两湖”的引水通道，经煤矿

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的疏干水，可以通过输水管

网输送到城市水体。

用好疏干水，算好生态账

位于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河南岸的嘉泰苑小

区距离市区较远，“三河两湖”建设前，小区内绿化

较少，布局不合理，而今，小区内郁郁葱葱的树木

和花草遍布其间，环境焕然一新，河两岸绿树成

荫，映衬着湖中心的小岛，俨然一副山水画之境。

小区居民王建国告诉记者：“以前小区离市区

较远，周围的环境差，小区房子的价格也低，自从

新的城建改造工程实施以来，小区内外环境变化

很大，目前房子的价格已翻了一倍。”

为了进一步拓展水系空间，2019年，伊金霍洛

旗在“三河两湖”环城水系框架的基础上，启动实

施了全长 47.55 公里的“五横六纵两支流”13 条水

系工程，从而进一步畅通以“三河两湖”为轴心的

河湖湿地之间的连接“脉络”。

“脉络”通了，就可以注入“血液”。赵广胜表

示：“水系全面连通后，可增加水域面积约 285万平

方米，城区水域面积将扩大到 20.3平方公里，人均

水域面积达到 135平方米。”

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水到渠

成。在积极推进建设连接“三河两湖”、内外循环的环

城生态水系的同时，伊金霍洛旗提升城市功能、景观再

造、美化城区环境等措施也同步进行，着力打造“水在

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宜居环境。

伊金霍洛旗坚持景城水一体，充分利用水的3种

形态，变水为雾、变水为冰、变水为雪，通过借景造景、

构建风情水街和亲水乐园等方式，打造西山水系、掌岗

图水系、王府水街等开放式水景8处，启用喷泉15处。

形成因水成街、因水成景、因水成园的滨水环

境和亲水氛围正在成为伊金霍洛旗的新特色、新名

片。“以水系特色赋予城市独特韵味，让居民春赏

花、夏戏水、秋游景、冬踏雪。我们充分发挥水的降

温、除尘、增湿作用，在公园广场、道路节点启用雾

森系统6处，着力打造‘生态绿肺’‘天然氧吧’，调节

城市温湿度，改善城市小气候，缓解城市热岛效

应。”伊金霍洛旗园林局办公室主任张慧敏介绍。

截至目前，伊金霍洛旗将城市水系与325公里中

水管网接通，让疏干水和中水沿着“毛细血管”延伸

到大大小小的绿带下，通过应用微喷和智能灌溉技

术，在养护绿带的同时，有效降低风沙灰尘和城市噪

音，实现城市清洁由“扫街”向“洗街”的历史性转变。

同时，全旗结合城市生态水系建设，按照“舒

展大气”“精美秀气”“亲水灵气”的理念，以“绣花

功夫”和“工匠精神”，对中心城区 5 大区域、9个公

园广场、28 条市政道路 71 个景观节点绿化品质进

行了精雕细琢、全面提升，新增绿地面积 100 万平

方米，公园绿地总数达 33处，中心城区绿化率突破

48.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84.8 平方米；硬化人

行道 126万平方米，铺设慢行系统 25公里，城市绿

道、慢行步道、骑行公园、林荫小路交错布局，一座

高“颜值”高“气质”的生态小城正在形成。

以水为基，城市有了颜值与气质

伊金霍洛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赵广胜

说：“矿区到城区的‘水动脉’贯通后，一方面，通过

疏干水的资源化利用，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煤矿企

业疏干水无处排放的问题，使企业无后顾之忧；另

一方面，可以明显改善现有水域生态环境，有效提

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扭转过去‘一下雨就看海、

一放晴就干旱’的局面。”

“在城市生态水系建设之初，我们算了一笔精

细的生态、经济账：近年来，全旗仅地方煤矿每年产

生的疏干水总量就达到约9800万立方米，除去处理

损耗和配备利用量后，每年富余疏干水量仍有7300

万立方米左右，如果我们通过水系建设，将富余的

疏干水全部引回来加以利用，按照工业用水均价

5.5元/吨计算，这些疏干水每年就能产生 4亿元效

益，10年就是 40个亿；按照园林灌溉用水价格 4.37

元/吨计算，这些疏干水每年也能产生 3.2 亿元效

益，10年就是 32个亿，而水系建设投入成本将远远

小于这个数字，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因此而带来的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更是不可估量。”伊金霍洛旗圣

圆水务集团公司董事长李光华表示。

地处闽北的南平市森林覆盖率超过 78%，生

态资源富集却相对欠发达。近年，当地创新推

进“武夷品牌”“生态银行”“水美经济”建设，探

索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走出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之路，有力提升了民众的

获得感。

作为农业大市，南平 10个县（市、区）有很多特

色优质产品，但因缺少有影响力的品牌，当地的好

产品曾经大都卖不出好价钱。为破解这一难题，

2018年起，南平推出“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为

优质农产品代言。通过严格审核，浦城大米、政和

白茶等 30多个农产品获得首批商标授权。

品牌效应有力带动了农产品溢价增值。浦城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述斌说，浦城大米入选“武

夷山水”品牌以来，当地优质稻米售价已达 10 元/

千克，比一般大米售价高出 150%，带动了 1.2 万多

户农户增产增收。

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的同时，南平还探索

创建“生态银行”，打通资源变资产变资本的渠道。

“没想到，原本还要好多年后才有收益的林

子，现在就有了收入。”2018 年 12 月，顺昌县林农

夏六华将 9 亩杉木幼林存入森林“生态银行”。如

今她不仅每个月都能领到 310元的预期收益，托管

期满后，还能从山林的经济效益里分红。

据了解，所谓的“生态银行”是南平借鉴商业

银行模式，搭建起的“资源变资产变资本”的转化

平台，通过对分散的资源整合提升，引入资本导入

项目，促进生态产品增值变现。

顺昌县国有林场场长赵刚源说，顺昌拥有林

地 250 万亩，通过“生态银行”平台，零散化的森林

资源得到整合、保护和提升。“目前，平台已收储

6.36 万亩林地，吸纳的 6.45 亿元资金已经贷给了

林农。”

傍晚时分，三五成群的居民，或花间摄影，或

丛林漫步，欢笑之声不绝于耳……记者在南平多

地看到，沿河两岸打造成的集防洪、观景、旅游功

能为一体的水美城市长廊，已成当地人民休闲、健

身的好去处。

“水美经济”也在让闽北的一江清水变成发展

活水。南平市水利局局长周靖说，近年来，当地新

引进矿泉水生产企业 5家，不乏农夫山泉、中石油、

中石化等“大咖”。今年，南平将挖掘、培育水美经

济项目 150多个，总投资 400多亿元。

农副产品增值、森林资源可变现、人居环境改

善了……南平的绿色发展，给当地群众带来看得

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南平市委书记袁毅表示，下一步，南平将继续

扎实做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相促进的文

章，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积极探索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努力实现生态高颜

值、发展高素质，让群众享有更多“绿色福利”。

创新推进“武夷品牌”“生态银行”“水美经济”建设

青山渐变“金山”福建南平百姓乐享绿色福利
新华社记者 张华迎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生态水系美了一座城生态水系美了一座城

伊金霍洛旗城市水系全景实拍伊金霍洛旗城市水系全景实拍 肖来肖来摄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唐婷）记者日前从水利部获悉，7月 10日以

来，淮河以南山区普降大暴雨，流域面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1.4

倍。受降雨影响，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河、潢河、白鹭河等 16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20日 8时 24分，淮河上游干流控制站

王家坝水文站水位 29.75米，超过保证水位（29.30米）0.45米。

针对淮河汛情严峻形势，水利部从 7月 19日下午至 20日早晨

密集开展会商研判，密切监视淮河流域汛情，加密王家坝等重要控

制断面的监测频次，每 6分钟报告一次水位和流量，并滚动作出预

测预报。同时，向安徽省发出通知，要求充分做好蒙洼蓄洪区运用

的准备，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经过反复会商并审慎研究，考虑到淮

河防汛的严峻性，依据《淮河防御洪水方案》，水利部于 20 日凌晨

及时提出了启用蒙洼蓄洪区实施分洪的调度意见。国家防总 8时

决定启用蒙洼蓄洪区分洪。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为表示，蒙洼蓄洪

区的主动运用，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防控的防洪理

念。适时运用蒙洼蓄洪区，将降低下游河道水位，有利于洪水下

泄，有效减轻王家坝上下游干流堤防的防守压力。此次开闸分洪

流量约 1114立方米每秒，预测蓄洪总量约 3.3亿立方米。

据介绍，蒙洼蓄洪区位于阜阳市阜南县东南部、淮河中游北

岸，建于 1953 年，总面积 180.4 平方公里，耕地 19.74 万亩，设计蓄

洪量 7.5 亿立方米，涉及居民 19.5 万人，绝大部分居住在安全台和

保庄圩上。安徽省已于 20日凌晨 3时前将蒙洼蓄洪区内临时生产

人员 2017人转移至安全地区。

淮河王家坝水文站超过保证水位

安徽省蒙洼蓄洪区开闸分洪

青藏高原和黄河流域有什么密切关联？青藏

高原最大发展短板在哪？如何实现青藏高原可持

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达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的共赢发展？带着一系列问题，近日，在第二届

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科技日报记

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丛强。

刘丛强介绍，青藏高原总面积 250 万平方公

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1/4;高原地势高耸、地域辽

阔,外围大断裂带和切割强烈的地貌与周边地区

形成巨大高差,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高原

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导致生态

环境恶化：冰川面积减小、冻土消融；草原退化，生

物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水土流失加

剧、土地荒漠化、自然灾害增加。生态环境变化通

过影响气候变化、能量交换、物质迁移、水量改变

等生态环境因子，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青

藏高原地球关键带结构、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显

著受到全球和区域的构造和气候带影响，青藏高

原的地球关键带科学研究将有助于实现地球系统

科学理论突破和山区社会可持续发展。

青藏高原最大的发展短板在哪？刘丛强则表示，

最大短板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虽然蕴含了大量

水资源，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青藏高原亦

无法独善其身。如今，青藏高原冰川大量融化，冻土

慢慢消融，整个地球在变暖。如此脆弱的生态环境，

一旦破坏很难恢复，这就是青藏高原最大的自然短

板。而社会短板则是高山地区社会经济不发达，交通、

教育、科学等社会资源严重滞后于沿海地区。

青藏高原和黄河流域“关系不一般”。刘丛强

表示，黄河发源地在青藏高原的青海省，青藏高原

生态环境影响的不只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还有

黄河长江流域的中游甚至下游。

为此，刘丛强对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与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

科学界已启动了包括二次青藏科考等诸多综合性

科考项目，旨在摸清青藏高原的家底，例如生态环

境资源、能源等方面。在考察和科学研究基础上，相

关学者将来会提出更系统、更科学的建议，如何来持

续利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等，青藏高原在

保护生态环境的背景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

长，需要引起政府、科学界、公众一起来关注。

“要实现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

协同，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共赢，需要时间、需

要科学界的共同努力，并且要实现全球治理，秉持

全球命运共同体，共住地球村、共筑地球村、共护

地球村。”刘丛强说。

刘丛强院士：青藏高原保护与发展需全球视野
本报记者 张 蕴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海滨）7 月 20 日，山西中部引黄工程

TBM1 标工程完成，标志着中部引黄工程全长 201 公里的总干线

全线贯通，年底将具备向保德、兴县、临县、离石、柳林这 5 个县

（区）2.45亿立方米的年供水条件。

由中铁十八局集团负责施工的山西中部引黄工程，是山西省

大水网工程四大骨干工程之一“两纵十横”中的第四横。从黄河天

桥水电站引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覆盖市县最广、综合效益显

著的特大型民生水利工程，也是山西输水线路最长、投资规模最

大、受益人口最多的引水工程。可解决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严重缺水问题，为当地脱贫攻坚、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转型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同时对应对山西中部发生特大旱情、汾河流域生

态修复、沿线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全长 23.9公里的中部引黄工程 TBM 一标段，北起兴县交楼申

乡，南到临县白文镇。为避免工程施工对兴县境内的黑茶山自然

保护区造成破坏，工程经过的 7个地质断裂带，将输水隧洞埋深到

了地下 300 多米处，最深处达到了 600 多米。在这里，施工人员经

常会碰到涌水、涌沙、涌泥等难题，而这些工程废渣只能从一个洞

口运输。上百名工人一干就是 7年，最艰难时每天挖掘不到一米。

TBM1 标引水隧洞贯通，也标志着山西大水网建设逐步进入

尾声，工程通水后山西全省年总供水量将由“十一五”末的 63亿立

方米提高到 91亿立方米，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150万亩，受益人

口达 320 万，供水区面积占到全省 72%国土面积，让 84%的乡工业

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得到保障。

特大型民生水利工程传捷报

山西中部引黄工程总干线全线贯通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记者近日从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

室了解到，2015年以来，大理州洱源县着力打好“三张牌”，推动了

当地绿色发展。

位于洱海流域上游的洱源，是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是洱海保

护治理的主战场之一。

洱源县委书记李洋向记者表示，在洱海保护工作中，当地采取

多项措施，包括 2018 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三禁四推”中，倒逼

洱海流域产业转型，通过几年的努力，各族干部群众深切感受到正

是因为洱海保护，倒逼产业转型发展，让绿色和生态成为了洱源的

底色。

“现在，只要一提到洱源县洱海流域，大家都知道农业有机种

植模式。我们着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绿色食品加工业，洱

海保护给洱源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李洋说。

几年来，当地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培养了 4个现代农业庄

园，65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5 家州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了

生态水稻 7.68 万亩、绿色粮油 1.04 万亩、生态蔬菜 5.1 万亩。洱源

县还发展了木本油料、特色林果、特色花卉等产业，不断壮大生态

扶贫特色产业，实现了洱海流域产业转型和脱贫增收的共赢。

洱源县还借用“风、光、水”打造绿色增长点。近年来，共建成

了 14 个风电场，每年发电达 15.8 亿千瓦时，贡献税收 9000 多万

元。建成两个光伏并网发电站，建成了 5 个村级光伏电站，还有

0.1亿兆瓦以上的水电站 44座，小水电上网电费收入接近 2亿元。

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是洱源的又一方向。洱源有良好的生

态环境，还是中国地热之城，有丰富的地热资源，通过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和温泉康养休养度假产业，每年游客接近 150万人次，旅游

社会收入达到 22亿元。

“一路走来，我们深切感受到通过这‘三张牌’的打造，一方面

培植了产业，为保障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拓宽贫困群

众产业就业的增收途径，有效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李洋说。

打好“三张牌”

绿色发展给洱海之源带来机遇

伊金霍洛旗地处毛

乌素沙漠边缘，历史原因

和地理因素曾经为伊金

霍洛旗的生态建设出了

一道难题。为答好这道

题，他们从水资源综合利

用上寻找突破口。

南平建瓯市出产优质鲜笋，图为东峰镇种植
的3000多亩雷竹。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