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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桥流水，绿树掩映。一大早，72岁的村民古

掌珠拎着一筐青菜来河边清洗。一直在浙江省湖

州市德清县钟管镇蠡山村生活的她，见证了蠡山

漾近来的蝶变。

“前些年，这里就是条臭水沟，河边上还有个

养猪场，远远地就能闻到臭味。现在你们看看，这

环境多好，水里还有不少小鱼呢。”11 月 9 日，古掌

珠热情地向前来采访的记者们介绍道。

蠡山漾的变化是湖州建设美丽河湖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湖州抓住“五水共治”“河湖长制”实

施的契机，全力打造“清丽苕溪，魅力湖漾，古韵溇

港，诗画水乡”的美丽河湖格局。

“去年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我们也将在建设美丽河

湖的基础上，迭代升级筑梦幸福河湖。”湖州市水

利局副局长陈旭华表示。

地处太湖之滨的湖州市长兴县，境内河网密

布、水系发达，共有平原河道 420 条、山区河道

102 条，池塘 747 个、湖泊 45 个。得天独厚的水资

源禀赋，造就了长兴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山水

文化特质。

上世纪末，通过传统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快速

增长的同时，长兴县也逐渐积累了许多环境问题，

加强河湖管护治理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推进河湖治理，摸清家底是关键。2009年，长

兴县编制了《长兴县水域保护规划》，为长兴河湖

水域保护管理提供依据。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

产业结构的调整，之前的水域保护规划难以适应

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长兴县 2015 年对原有的规

划进行了修编。

据介绍，长兴县最新修编的水域保护规划依

托全县 1∶2000 地形图，对县内所有水域进行了梳

理，对河湖长度、水域面积、容积等基本参数进行

数字化管理，实现河湖水域“岸线、管理线、保护

线”的划定和数字化落图，为河湖水域保护、利用、

管理提供了更加合理可靠的基础。

“通过一系列规划加强河湖管控的同时，我们

还和建设规划相关部门进行对接，把河湖三线管

理纳入长兴县‘多规合一’数字管理平台，”长兴县

水利局副局长徐建平介绍，所有建设项目落地前

均需通过水域三线审核，实现水利、城建、国土在

规划上的“一张图”效益，破解了以往水利规划“难

出系统、不被重视”的难题。

据统计，2017年以来，长兴县共有 1000多个国

土、城建等部门的规划区或规划项目因不符合水域

三线管理相关规定被要求调整方案或取消项目。

摸清河湖家底 夯实管护基础

日 新 月 异 的 信 息 技 术 ，不 仅 给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带 来 极 大 便 利 ，也 为 河 湖 治 理 提 供 了

新思路。

据介绍，长兴县积极引入“互联网+治水”理

念，导入全县水域基础信息数据，建设完成“河

（湖）长制”信息化系统和“河（湖）长制”智慧平

台。同时，利用水域保护规划修编的最新成果，长

兴县开发了水域保护及水利工程查询管理系统，

将河湖水域范围与“天地图”进行数字化匹配，可

以对辖区内河湖水域和管理保护范围进行定点定

位和即时查看。

“利用现有智能管护平台，我们可以在系统上

实现水域管理、涉河审批、工程查询和河湖巡查的

功能。此外，同步开发的河湖管理手机 APP，方便

日常外出时对河湖水域进行现场查询定位，极大

地提升了河湖管护效率。”徐建平介绍。

不只是长兴县，德清县也在河湖智慧管护上

开展了积极探索。据介绍，德清县依托该县地理

引入“互联网+治水”实施智慧化管护

本报记者 唐 婷 信息产业优势，运用遥感、GPS、无人机等先进技

术，利用大数据形成“治水一张图”，同时积极搭建

“水陆空”一体化的智慧河长体系。

“我们建立了河道巡查数字化管理系统，运用

无人机对全线 1211条河道开展分类分级全覆盖巡

查，及时对比分析，动态掌握水情，迅速反馈问题，

推动河湖长效管理。”德清县水利局党委委员谢宏

春介绍。

同样，在湖州市吴兴区西山漾综合整治项目

中，也有着智慧管护的生动实践。吴兴区水利局

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吴永祥介绍，在西山漾周边

安装了监控摄像 55 个，给景区管护人员的手机上

安装了河湖监管 APP，提升了西山漾整体管护水

平和效率。

细雨中的西山漾烟波浩渺，不时有几只白鹭

从水面划过。位于太湖南岸的西山漾城市湿地公

园，堪称湖州的“城市绿肺”。

如今“河畅、岸绿、景美”的西山漾，过去荒草

丛生、泥沙淤积，湖漾连通性较差，水体富营养化

严重。

为改变河湖样貌，自 2012年以来，吴兴区累计

投入 25 亿元进行西山漾清淤整治、湖岸一体化治

理、“十漾联通”工程和湿地公园建设等项目。以

西山漾为枢纽，开挖疏通百条河港，串联起草荡

漾、塔荡漾等十大漾区，恢复水域面积达 65万平方

米，增加水域容积约 120万方。

在吴永祥看来，突出生态治理，是提升湖漾水

质的重要抓手。为减少入湖污染，吴兴区加强对

西山漾周边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全面禁止在湖漾

范围内发展畜禽养殖，取缔围网养殖 25家，渔业养

殖尾水全部实现达标排放。同时，还积极开展常

态化的生物治理，投放鲢、鳙、鲤、鲫鱼等鱼苗总计

600万尾，增加水域生物的多样性。

“2019 年 6 月，吴兴区生态环境机构检测结果

显示，西山漾水质达到二类，符合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质标准。”吴永祥介绍。

突出生态治理 着力提升湖漾水质

科技日报讯（实习生王溪佳 记者张晔）为围绕绿色技术创新

链条，集聚政产学研用等创新要素，推进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

与长江行业类的龙头企业以及南京市重要产业园区战略合作，11

月 7 日，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举行合作签

约授牌仪式暨建设发展座谈会。

据介绍，中心将面向长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重

大战略需求，构建“三院二平台四支撑”核心框架，重点建设绿色低

碳产业技术研究院、源头创新研究院、绿色菁英创新学院和“生态

眼”智慧感知平台、工程化研究中心两大平台。依托战略智库、资

金支持、载体生态、体制机制四大支撑，旨在解决重化围江、长江生

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等关键问题，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

制度供给和技术支撑。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党委书

记张俊表示，中心将打造生态文明实践主体，在生态文明保护、资

源高效利用、绿色发展路径这些实践中积极探索，整合利用绿色理

念和绿色技术，逐步形成具有南京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打造

生态文明建设可复制、可推广的“南京样板”。

据悉，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由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与

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通过研究所加盟形式，与 19 家境

内外的高校和 22个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开展了交流合作，集聚了近

30 名中外院士和千余名科研人员。2019 年孵化企业 508 家、孵化

企业年产值近 10亿、累计申请专利 1106件，软件著作权 110件。

助力生态文明创新

南京加强制度供给与技术支撑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实习生戴琳）“衡南县河长制信息

管理平台正式启动运行，标志着我们的河湖管护信息化工作，将从

原来的各自为战，升级到组团作战的 2.0 时代。”11 月 9 日，湖南省

衡南县河长办负责人谢秋生说。

据悉，我国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各地分别建成了多项信息报

送系统和智慧河长系统，但因缺乏统一规划和实施统一的技术导

则，导致系统间“兼容性”和实用性均较薄弱。今年，衡南县河长办

在全面整合河长制和水利行业信息资源前提下，全面启动了信息

化管理平台建设。

该平台旨在全面收集整合水利、生态环境、住建、城管、自然资

源、农业农村、林业等河长制成员单位涉河资源数据，对现有监控

资源集约化管理，健全信息监控覆盖能力，补齐河湖资源监控短

板，建立河长制数据中心平台，为河湖保护、宏观决策各项应用和

数据交换提供统一的数据和技术保障，建成一套“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先进实用”的全县河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形成河湖治理新

型管理模式，全面提升河湖动态监管的现代化和信息化水平。

此外，平台还要为县、乡二级河长提供服务，并面向社会多渠

道、全方位、立体化的发布河湖监督治理相关信息，注重河湖整治

向全民治水转变。

据悉，新建视频监控点分布全县 12 条县级以上河流，管控河

道监管、饮用水源保护区、船舶安全停泊区、砂石资源丰富地区、县

级示范河等范围。这一信息化系统，有望有效解决当地河道线路

长、中小型水库数量多的监管难题，也有助智慧水利在水资源优化

配置、水生态保护修复、防洪减灾等方面的工作。

湖南衡南

开启河湖治理智慧管理模式

“看！这就是我们新养殖的南美白对虾，76天，从最初半厘米

长，已长到六七厘米了！”11月 6日，记者走进位于十堰郧阳区柳陂

镇黎家店村的宇翔生态农业开发公司养虾车间，该公司总经理李务

飞指着一个个虾池喜滋滋地介绍道，“再过一个月，这些虾就可正式

对外出售了！”

记者了解到，这里原是郧阳区一家大型养猪场，号称郧阳区万

头养猪场，共建设大小猪舍 20栋，栏舍面积 7300平方米，年获净利

润 200万至 300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但因该养猪场位于丹江口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同时该养猪

场三面环水，紧邻汉江。为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2017年，该公司

果断将养猪场关闭。

养猪场关闭了，企业如何转型发展？2017 年底，郧阳区大力

推广香菇种植产业，政府出台相关补贴政策，一个菌棚补贴 2 万

元。为此，该公司大刀阔斧改造猪舍，拆掉猪舍护栏、粉刷墙壁、消

毒处理……很快，一个个猪舍变菌房。

经过两年发展，如何针对农场实际，发展既经济又环保的产

业？经多方调研，他们最终决定通过循环水养殖南美白对虾。

养虾车间门外，但见两个水池正在蓄水。专业养虾人员刘富强

说，这是两个中转池，我们将汉江水抽到这两个水池里，加入适量盐

以及钙、镁、钾、硼等微量元素，调配好后再输送到各个养虾池中。

循环水养虾，水究竟是如何循环的？刘富强将记者领到车间

一侧，数台设备正在轰轰作响。这台是微滤机，这台是蛋白分离

器，这台是生物滤池……刘富强指着一台台设备介绍说，我们将虾

池里的水首先转入微滤机，过滤掉养虾粪便及吃剩的虾饲料等大

颗粒，然后通过蛋白分离器过滤掉小颗粒，紧接着转入生物滤池，

通过生物方式去掉水中的芽孢细菌、光合细菌、消化细菌等，最后

经紫外线消毒后循环利用。

“通过试养，虾苗长势达到预期，可以说我们在深山里养虾已

大获成功！”李务飞信心满满地说，循环水养殖南美白对虾具有产

品质量安全、可控、环保等优势，加上汉江进入十年禁渔期，循环水

养虾前景看好。

从养猪到养虾

湖北十堰深山里的“绿色转型”

陆域生态系统保持了 282万吨土壤，缓解了热

岛效应 1.99℃，减少了 6.62 亿吨的暴雨径流，固定

了 30万吨二氧化氮，释放 22万吨氧气，减少了 3万

吨空气灰尘，保护了 38%的海岸线……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1

月 1日在北京公布了《深圳市陆域生态调查评估综

合报告》及系列专题报告，这是我国首份城市陆域

生态调查评估报告，“晒出”了深圳市的生态家底，

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状况。

摸清家底、识别问题、找到对策

“深圳开展城市陆域生态系统调查和评估

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城市实施生

态精细化管理的需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张亚立说，深圳建市 40 年来，人口和经济、社

会 快 速 发 展 ，给 城 市 生 态 环 境 带 来 了 深 刻 影

响。深圳开展生态系统调查与评估是为摸清家

底、识别问题、找到对策，为未来发展和管理奠

定基础。同时，也为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奠定基础。

按照生态环境部对全国生态状况调查与评

估要求，2017 年，深圳率先在全国城市尺度启动

陆域生态调查评估项目研究。该项目开展了六

大子项目 22 个专题研究，国家与地方近 20 家科

研单位、超过 1000 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

云说，项目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城市复合生

态系统理论，针对深圳快速城市化的特征，开展了

大量的遥感和生态调查，结合深圳生态监测数据

和统计数据对深圳生态系统进行全面评估。

调查评估最终形成了“六个一”的成果，即

绘制一张生态状况图，显示深圳从 1979 年以来

的陆域生态变化；建立一套针对快速城市化地

区的城市生态系统评估方法与技术规范；剖析

深圳城市生态保护面临的问题，形成一张问题

清单；回顾评估总结深圳 40 年来生态环境保护

政策实施效果，形成一套管理政策；建设一个生

态数据库和评估管理决策分析平台；依托城市

生态信息化平台，建立“天地一体”城市生态监

测监控网络。

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
向“存量优化”转变

欧阳志云表示，研究结果揭示了深圳生态

系统格局特征与演变情况。深圳生态系统以城

镇和森林为主导。建市以来，城镇生态系统持

续快速扩张，森林、农田和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

持续减少。但是最近几年，城镇生态系统扩张

明显减速，生态系统总体格局趋于稳定，城市发

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生态基本

控制线对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城市人居生

态环境显著改善。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深圳野生维管植物共

计 199 科 858 属 1916 种 ，约 占 广 东 省 野 生 植 物

5933 种的 32.3%。发现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有

益、有重要经济价值、有科学研究价值）豹猫、赤

麂等；纳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物种的唐

鱼，发现了原生性野生种群。不过，城区植物生

物多样性显著低于自然生态系统，深圳自然生

态系统动物 559 种，城区动物 282 种。

调 查 评 估 还 揭 示 了 深 圳 资 源 能 源 利 用 效

率。深圳经济增长能源依赖性降低，能源消费

年均增长率低于 GDP 增长率，能源效率接近发

达国家平均水平。

构建区域生态一体化保护

“通过 4 年的调查与评估，理清了存在的主

要生态问题及其原因。”欧阳志云说，概括而言，

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城市发展空间与生态空间保

护矛盾依然突出，生态空间保护压力大；老旧建

成区人口密度高、生态空间少，内涝等风险相对

较高，人居环境较差。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城市

居民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但城市

发展对城市生态空间产生较严重的侵占，造成

城市优质生态产品需求与供给空间不匹配的问

题，集中表现为城市公园绿地服务能力有待进

一步提升与优化。

基于深圳存在的问题，评估报告从城市总体

发展与区域协作、城市生态保护能力建设和典型

生态环境问题改善 3 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

议。其中，针对发展空间与生态空间矛盾突出问

题，提出城市生态保护与区域协作方案，推动深圳

与大湾区其他城市构建区域生态一体化保护的实

现路径和具体措施等。加强城市生态保护与监管

的规划与能力建设，开展精细的生态功能区划，逐

步形成规范化的城市生态监管网络体系。通过优

化城市内部生态格局、提升城市承载力和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监管、构

建生态安全格局和预防生态风险等，保障深圳城

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性。

我国首份城市陆域生态调查评估报告发布

深圳“晒出”生态家底
本报记者 李 禾

建设幸福河湖，离不开先进水利科技的有力

支撑。位于德清县洛舍镇的浙江省现代水利示范

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在水利科技创新示范的道

路上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

“探索未来 5到 10年，水利科技发展应用的新

方向和未来治水新路径，是示范区项目设立的初

衷之一。”示范区项目负责人毕忠飞介绍道。在他

看来，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就是以防洪排

涝为主的安全水利向生态、经济、景观、人文水利

转变，从传统的工程水利向科技创新水利转变。

规划总面积 10.8 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内，建有

包括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智能节水灌溉示范园、

自动化防洪排涝示范园、信息化水资源管理示范

园、美丽河湖展示园、水情教育园、管理展示中心

在内的六园一中心。

走进示范区二楼，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浙江

省现代水利示范区综合管理运行中心”大屏随即

展示在眼前，各种滚动的数据、图表，实时展现出

当天的动态。

据介绍，作为湖州市智慧水利样板的示范区综

合运行管理平台，是集数据中心、仿真中心、服务中

心、调度中心、控制中心和指挥中心于一体的“园区

大脑”，可实现园区信息的汇聚可视、事件的智能分

析，以及科学便捷的调控和高效协同的监管。

在谢宏春看来，示范区的建设不仅给德清带

来了项目、技术和资金，更给德清水利带来了新思

路、新理念、新标准。

“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

的诞生地和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

我们要在‘幸福河’建设中走在前列、争当表率，努

力把每一条河湖都建设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陈旭华表示。

打造现代水利示范区 探路水利科技新方向

图为深圳南山区大沙河两岸景观 新华社记者 梁旭摄

新技术加持新技术加持
浙江湖州浙江湖州““幸福河湖幸福河湖””正在迭代升级正在迭代升级

图为图为1111月月55日在湖州市吴兴高新区拍摄的毗邻太湖的大闸蟹养殖基地日在湖州市吴兴高新区拍摄的毗邻太湖的大闸蟹养殖基地。。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黄宗治摄摄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叶相成 郑 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