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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3 月 1 日电(记者李亚光)
“青青牧草高过羊，汪汪湖水星星海”曾是黄
河源头“千湖之县”———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多县的真实写照。出生在这片水草丰美
的土地上，牧民曲加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
放下牧鞭，离开祖辈世代生活的草原。

曲加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玛多人均
牲畜拥有量较高，曾是全国牧业首富县。然
而，由于长期放牧超载，当地草原开始退化，
境内过半湖泊逐渐干涸。牧民难以养活像原
来那么多的牲畜，玛多一下子沦为国家重点
扶持的贫困县。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生态保护的
重要性。”曲加说，2007 年，他们一家 5 口决
心卖掉所有牛羊，从玛多县扎陵湖乡迁到数

百公里外的州府所在地玛沁县，开始全新的
城市生活。和曲加有着相同选择的牧民不在
少数。青海省发改委副主任李晓南介绍，近
10 多年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约 10 万牧民
搬离了草原，超过 70 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了
牲畜养殖数量。

“大多数牧民刚到县城时什么活都不会
干，语言也不通，日子挺难熬。为此政府分批
组织生态移民进行技能培训。”曲加说，后来
他成功考取驾照，成为一名旅游包车司机。妻
子代措吉开了一家小卖部，在做生意的过程
中汉语水平提高很快。代措吉说，由于夫妻双
双就业，他们一家近 5 年的年均收入超过 4
万元，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家里的家具、家电
不断增多，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

曲加说，除适应县城定居当地外，一部分
有想法、有能力的生态移民掌握语言、技能后
又回到家乡，在景区周边开起牧家乐和藏式
小旅馆，吃起了“绿色饭”。

到了旅游淡季，不少牧民自发组成小队
在路边和景区捡拾垃圾、救助受伤野生动物，
开始有意识地治理周边生态。为保护、提升牧
民积极性，青海于 2012 年底设置首批草原生
态管护员岗位，每月给相关牧民发放 1000 元
左右工资。“儿子才旺却丁于 2014 年成为一
名生态管护员，为此他又搬回到老家村里，平
日就在周边巡山。”曲加说，才旺却丁很热爱
这一岗位，常以此为荣，工作非常上心。

才旺却丁说，去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
建立，生态管护员工作要求有所提升，工资进

一步提高，达到每月 1800 元。不少相关牧民
受到鼓舞，自发购置摩托车或贡献出家中马
匹，进一步增加了巡护里程和频率。牧民管护
员还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以便更好交流经
验、处置突发事件等。

“越来越多牧民放下牧鞭，端起了‘生态
碗’。”李晓南介绍，2016 年，仅三江源国家公
园就新增牧民生态管护员 7000 余名。到今年
年底，三江源全境的牧民生态管护员数量有
望超过 4 万人。

“牧民的生态致富路将越走越宽。”李晓
南说，除生态巡护岗位外，三江源国家公园今
后还将设置一批公园管理岗位吸纳就业。园
区牧民转为“园民”后，还有机会通过参与民
族演艺、生态农牧等特色产业增收致富。

三江源牧民：放下牧鞭，“绿色饭”更香

新华社南京 3 月 2 日电(记者秦华江)
“按规定，我们不能在屋前池塘里洗衣服，因
为洗衣粉含磷太多，影响水质。”江苏省苏州
市吴中区胥口镇马舍村今年 60 多岁的村民
吴大爷说。马舍村坐落在水源地保护核心区，
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这里的湖水在桥下流
淌，水草在池塘中摇曳。400 米外的太湖供应
3 个自来水厂用水，是生态红线区域中的一
级保护区。

2013 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划出生态红
线：确定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饮用水源保
护区等 15 类、779 块生态红线区域，红线区
域陆域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22 . 23%。通
过科学分类、分级管理，明确禁止开发或限制
开发的要求。2016 年江苏红线保护面积又增
加 1800 平方公里。

红线就是底线，渐成地方的生态自觉。以
长江边的泰州市为例，2016 年该市新增 6 个
生态红线保护区域，红线区域范围面积进一
步提高。泰州供电公司总经理吴争介绍，根据
生态红线内禁止和限制开发的要求，他们在
泰州市一、二级生态红线保护区域范围内，主
动关停燃煤自备电厂 2 座，确保在生态红线
保护区域范围内无高污染燃料锅炉；为减少
对长江水源的污染，他们不断推广岸电，使船
舶在靠港期间实现零排放。

江苏省环保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戢启
宏说，各县市下大力气做规划上图，下功夫入
地，得益于两项配套制度：一是以约束为主的

《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监督管理考核暂
行办法》；二是以激励为主的《江苏省生态补
偿转移支付暂行办法》。

在约束方面，江苏强调“三落地”，责任落
地，明确属地政府责任及部门分工；措施落
地，市县政府落实确界立标、执法监管、生态
修复要求；考核落地，制定考核细则，明确 23
项量化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考核结果
与补偿资金直接挂钩。

为了确保考核落在实处，江苏对每一项
考核进行量化，林业、国土等部门会根据各自
要求，对县市考评，环保部门根据各个部门的
汇总，量化评分。

在戢启宏看来，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的
评分方法，见效明显。“看分就能清晰知道，各
地在全省的排名，排名低的地方，主政干部肯
定有危机感。”戢启宏说。

在激励方面，江苏明确，谁重视保护工
作，谁保护的面广，谁保护的绩优，谁受益多。

自 2010 年 7 月起，马舍村每年可获得
100 多万元生态补偿款，这得益于苏州在生
态补偿上的系统制度设计。苏州的干部们意
识到，设置生态保护区，必然使这些地区牺牲
一部分发展机会，要兼顾到这些区域的发展
富民，就必须实施生态补偿。

苏州的先行先试被推广到全省。据第三
方专业机构测算，自 2013 年起，江苏共下发
55 亿元补偿资金，地方每年配套 100 亿-120
亿元，生态补偿资金的撬动效应不断显现。

“生态红线，是科学发展的保障线、生态
安全的警戒线、促进生态平衡的控制线。生态
红线划定后，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不能让
生态保护的功臣们吃亏。”江苏省环保厅厅长
陈蒙蒙说，生态红线不仅要划得出，更重要的
是要守得住。

江苏划生态红线，守住“小桥流水”

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2 日电(记者黄
艳)记者从农业部 2 日在武汉召开专题
部署会上获悉，2017 年我国对长江流
域水生生物保护区正式实施全面禁
捕，让水生生物休养生息，以切实加强
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保
护。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介绍，目前，
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持续衰退，物种濒
危程度加剧，白鱀豚、白鲟、长江鲥鱼
等物种已多年未见，中华鲟、江豚等极
度濒危，“四大家鱼”早期资源量比上世
纪 50 年代减少了 97% 以上。长江干流
的捕捞产量已不足 10 万吨，相对于全
国 6900 多万吨的渔业产量微乎其微。

“率先在保护区全面禁捕是推进全面
依法治渔的客观要求。”于康震说，由于多
方面原因，目前长江流域大多数水生生物
保护区还没有实现全面禁捕，甚至在一些
保护区，形成了“人与江豚争食”的尴尬局
面，保护区的保护功能基本丧失。

为了保证保护区全面禁捕有效展开，
农业部和沿江各级政府将在引导现有合法
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基础上，分批对长江
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发布禁捕令。各级各
类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主要集中在长
江主要干支流及重要湖泊，全面禁捕之后，
对整个流域还将继续大幅度压减渔业捕捞
强度，同时大力推动捕捞渔民转产。

于康震还表示，为加强落实相关保护

区全面禁捕工作，农业部会同有关部委
还将强化督察督导，对工作推进不力、落
实监管责任不到位的地区 、单位和个人
进行通报并追责。

长江及以南重要流域同步

进入禁渔期

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2 日电(记者黄
艳)记者从农业部 2 日在武汉开展的禁渔
期大型同步执法行动启动仪式上了解
到，从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我国长江
流域及以南包括长江、淮河、珠江、闽江
和海南省内陆水域等重要流域水域，正
式同步进入为期 4 个月的禁渔期。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1 日电(记者闫起磊)春江水暖时节，
华北平原上的庄稼人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在河北省邯郸
市魏县双井镇东风渠左岸的野庄泵站，野庄村党支部书记封
新民正忙活着检查泵站设施，为即将开始的春灌做准备。

“以前，到这时候，村里各井口上就开始忙着安装水泵
了，现在，有了这个泵站，周边 6000 多亩地都用河水灌溉，

不用再抽地下水啦，省力、省时，还省钱！”封新民高兴地说。
邯郸市近年来实施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程，野庄

泵站及其配套到田的管道是其中一个水利项目。该项目年
可压采地下水 92 万立方米，可灌溉面积 6023 亩。项目竣工
后交给了野庄村用水协会管理，封新民担任了协会会长，负
责组织取水灌溉。

邯郸市是资源性严重缺水地区，75% 的用水依靠开采
地下水，由于长期超采，邯郸东部地区形成了 4 个地下水漏
斗区，机井吊泵、地表沉陷、中浅井水质污染等生态恶果不
断显现。2014 年起，邯郸市被确定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试点。三年来，邯郸市一方面延伸“引黄”工程，打通灌排渠
系，提升坑塘蓄水能力，改造生态水网，建设泵站、扬水站
点，不断提高地表水调用能力；一方面在地表水缺乏的井灌
区，大力推广管灌、喷灌、微灌和渠道防渗等高效节水工程，
减少地下水抽采。

随着工程实施，“农民受惠，生态受益”的双重成效逐步
显现。邯郸市水利局农水处处长张海说，据调查统计，原来
井灌区改为地表水灌溉后，亩均年减少地下水开采 250 立
方米左右，亩均一次灌溉成本降低 20 元左右，加之地表水
水温适宜、富含养分，亩均增产粮食 40 公斤左右。

“真是一件办到了俺们农民心坎上的大好事。”馆陶县
路桥乡木官庄村村民李京科告诉记者，2015 年，县里在流
经他们村的卫西干渠实施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给村里
建了 4 座扬水站，还在田地里埋好了管道，“我种了十几亩
地，一年下来光灌溉就能节省 400 多块钱”。

馆陶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广超说，以前是守着河渠没有
水，即使有水，也没有足够的扬水站和管道，如今随着地下
水超采治理工程实施，真正打通了从水源到地头的“最后一
公里”，群众得了实惠，生态得了效益。

据邯郸市水利局介绍，2014 到 2016 年，邯郸市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试点水利项目共完成投资 37 . 3 亿元，完成
治理面积 230 . 2 万亩，形成压采能力 2 . 33 亿立方米。

邯郸市水利局总工程师窦学良说，目前，邯郸地下水位
急剧下降的趋势得到明显减缓，个别县区还出现了回升。下
一步，在强化压采的同时，他们还将加快推进农业水价、水
利工程管理、水资源产权等制度改革，不断巩固扩大农民和
生态“双受益”的治理成果。

邯郸：地下水超采缓解

让农民和生态“双受益”

▲大图：这是 3 月 2 日在长江武汉新洲段拍摄的靠岸停泊的渔船。小图：3 月 2 日，武汉渔政工作人员在长江武汉段巡查。新华社发（熊琦摄）

新华社三亚电(记者郑玮娜)三亚今年
安排了 42 个“生态修复、城市修补”项目，
比去年增加 24 个，包括山体修复、以三亚
河为重点的 11 条河流治污、新岸湿地公园
等 5 个公园建设。

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在近日召开的相
关会议上说，三亚要不断丰富“双修”的内
涵和外延，全力打造三亚“升级版”。

住建部 2015 年 4 月将三亚市列为“双
修”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据介绍，三亚市以治理内河水系为中
心，修复城市生态体系；以打击违法建筑为

关键，破解城市修补难题；以强化规划管控为
重点，优化城市风貌形态。通过狠抓落实，城
市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就下阶段如何抓好“双修”升级版的各项
工作，严朝君说，今年三亚市安排了 42 个“双
修”项目，计划拆除违建 200 万平方米，并推
进“零违建”社区、行政村创建，最终实现消除
违建目标；将“双修”范围从城区延伸至全市，
今年将启动全市 491 个自然村的污水治理，
完成 33 个农贸市场改造升级等；丰富“双修”
内涵，将棚改纳入“双修”，今年全市启动 33
个棚改项目，进一步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将

“双修”与发展产业协同推进，三亚市今年将
推进重点项目 122 个，年度计划总投资 551
亿元，大力推进亚特兰蒂斯、海昌梦幻不夜
城、三亚新机场等项目建设。

与此同时，“双修”从硬件建设为主向硬
件和软件并重转变，大力推进“创文巩卫”，提
高城市文明程度，巩固提升“双修”成果。通过
“双修”升级版，加快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
品城市建设，让三亚生态更优、环境更美、城
市更靓、实力更强、功能更完善、老百姓受益
更多。“三亚将按照‘建设精品城市，打造幸福
三亚’的主题，一张蓝图绘到底。”严朝君说。

三亚：“双修”升级版让城市更靓

“原来是金山银山，现
在满目疮痍，我要让它变
成绿水青山，再变成金山
银山。”今年 59 岁的山东
省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河
东村村民张汉修四年前提
出要承包村旁的废弃矿山
搞种植时，家里人起初一
片沉默，接着就是一通激
烈的反对声。

淄川区因煤而生、因
煤而兴。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张汉修开始从事煤炭
生意，通过“倒腾煤炭”，很
快就成了周边知名的千万
富翁。然而，近些年淄川煤
炭资源几近枯竭，今年最
后的两个煤井也将关闭。

同时，当地规范矿山资源
开采，关停了一大批私开
乱采、破坏山体的小石灰
石厂。

在此背景下，张汉修
决定，不再“倒煤”，而是去
修复满目疮痍的矿山，做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
事。

张汉修不顾家人反
对，2013 年承包了村旁
7 0 0 多亩废旧石灰石矿
山。在投入之初，张汉修就
和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

农科院等单位合作，还到广西、陕西等地考察
学习，引进软籽石榴、南斯拉夫雪藕等多个高
效农作物品种，计划利用当地富硒土地资源，
发展富硒农业。

“理想很丰富，现实却很骨感”。山上有大
大小小二十多个矿坑，最大的一个矿坑面积达
100 亩、深 20 多米，并且没有路、没有水、没有
电。为了修山，张汉修挖运土石十余万方；他还
把电引上山，打了 3 眼机井，建成覆盖全山的
灌溉水系。

这其中的投入自然很大。张汉修专门花了
140 多万元买了挖掘机，由于山上都是石头，
仅挖掘敷设水管的地沟，就用挖掘机一点点挖
凿了一个月。有时修一个几十平方米的藕塘，
防水、水泥、人工等投入就得几十万元。几年时
间，张汉修在这个山上已投入了 1700 多万元，

这让他感觉到巨大压力。张汉修说，要想全部
建好，还要再投入几千万元。

“我也没想到会花这么多钱。”张汉修说。

看着张汉修投入这么多、却没有多少“回头
钱”，村里不少人甚至家里人一度认为，这就
是亏本的买卖，张汉修就是“愚公”。

但如今，张汉修有了更多自信。在他的这
座小山上，已是一片生机盎然：一株株楸树、
黑松、水杉遍布山间；一片片大棚里的石榴树
苗已经长成小树；大小藕池、鱼塘点缀山间，
两个深井蓄水池也蓄满了清水，在阳光照射
下碧波闪闪。他还利用矿坑建成一个 3000 多
立方米的冷库，上面覆土后又种了果树。

“我种的南斯拉夫雪藕，不仅口感好，而
且富含硒元素。一亩地能产 8000 斤，8 元一
斤还供不应求呢。”张汉修说，去年软籽石榴、
红薯等也都获得了大丰收，仅红薯就收获了
8 万斤；今年猕猴桃、樱桃将结果；已培育的 5
万棵石榴苗今年也将进入销售期。

期间，张汉修还成立了淄博河东生态农
业专业合作社和锦川河富硒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通过电商将当地富硒产品卖向全国。

“修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的
张汉修已比四年前更为坚定。

(记者袁军宝)新华社济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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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电(记者刘伟、向志
强)一边是由绿树红花组成的层层
梯田，一侧是成片的美人蕉、朱瑾等
花田，穿流而过的河水中小鱼欢游，
凉亭、水车和人造瀑布更添了几分
生趣……虽然是工作日，但位于南
宁市快环边的那考河湿地公园游人
不少，还有专程乘车来此散步的孕
妇。

“真没想到，仅仅 1 年多时间，

多年的臭水沟就变成了美丽的湿地
公园。”站在公园大桥上看着桥下清
澈的河水，在河边居住了几十年的
退休人员梁静感慨地说。

那考河是南宁内河竹排江上游
两大支流之一。以前，河道沿岸有四
十个污水直排口，水质多为劣五类，
极大地影响了下游竹排江、南湖的
水质，加上垃圾及施工弃土堆放挤
占河道、行洪不畅，经常造成上游内
涝。谈到内河整治难题，南宁市海绵
城市与水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彭奠安有着深切感受。“受
限于资金和治理技术等因素，以往
内河水环境整治只能分段分期推
进、分项目招标，建设和管理也脱
节。”他说，最后往往是投入大量财
力仍无法有效改善水质，给人一种
“前功尽弃”的感觉。

2015 年，南宁市成为国家首批
“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又恰逢国家
在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行 PPP(公
共私营合作制)模式。经仔细调研和
精心准备，2015 年 3 月，那考河项
目成为全国首个开工建设的水流域
治理 PPP 项目。经公开招投标，北
京排水集团作为社会投资人与政府
方成立了项目公司。

针对以往内河整治中存在的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那考河
PPP 项目首先就提出了“全流域治
理”的创新理念。“6 公里多的河道，
从河道治理、两岸截污、污水处理到
水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全流域同
步启动、统筹推进，实现‘一条龙’治
水”，项目建设方南宁北排水环境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希龙说。

对于政府方而言，PPP 模式更
让他们从长期以来繁忙的融资投资
和建设业务中解脱出来，当起了“甩手掌柜”。

在这个项目中，政府与社会投资方签订了 10 年协议，
两年建设所需的 10 个多亿的资金全部由社会投资方承担，
建成后初期 8 年的运营仍由社会投资方负责。政府需要做
的是，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按照此前确定的水质、水
量、防洪等考核指标体系对项目定期监测考核，并按效果按
季度付费。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政府从以前的‘建设者’转变
为‘管理者’，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彭奠安说，减轻当期财
政支付压力则是另一个现实的好处。记者在那考河项目所
在地了解到，目前项目已经投入试运行，河道两岸及周边片
区的污水通过截污管道进入新建的污水处理厂，经生态净
化后达到地表水 IV 类标准，排入河道作为补水水源。而河
道两侧的梯田式、连片植物除了打造出美丽的湿地景观外，
更能对沿河两岸的初期雨水进行吸纳、蓄渗和缓释、利用，
重构人水和谐的生态“海绵体”。今年 3 月，那考河项目就将
正式投入运营。崔希龙已经做好了迎接“第一次考试”的准
备。“我们已经提前聘请专业机构对水质等指标进行了检
测，结果显示完全达标。”他说。

现在，作为海绵城市建设和 PPP 模式的“双料样本”，
那考河的治理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也正成为示范“样板”。
彭奠安透露，下一步，在沙江河等其他内河治理中，南宁市
也将推广那考河治理模式，确保今年底在建成区内基本消
除黑臭水体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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