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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滹沱河，碧波荡漾，两岸的绿地公

园在暖阳下显得分外美丽。

作为河北石家庄的母亲河，滹沱河石家

庄段有 205 公里长，流经石家庄市的平山、鹿

泉、正定等 10 县区。

然而，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滹沱河曾一

度干涸断流。2017 年，石家庄市对滹沱河流

域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目前，滹沱河生态修

复主体工程一、二期已完工，形成 2147.5 公顷

水面、8165.7 公顷绿地，三期工程将于今年 4
月底完工。如今的滹沱河，正在形成一幅“蓝

绿交融、景美宜居”的生态画卷。

综合治理，让河道重现
碧水清流

57 岁的付振国，家住正定县城杨庄村，

靠近滹沱河北岸。如今，走在岸边，他望着宽

阔的河面，总能想起童年时代的场景：“小时

候河里水多，我经常和小伙伴下河游泳、摸

鱼，村民过河都是坐摆渡船。”

然而，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于上

游来水减少、气候变化等原因，滹沱河石家庄

段水流断断续续。“河水先是晚流早断，后来

就逐渐变成常年断流了。”付振国说。

滹沱河断流后，河道沙化严重，加上一些

人违法采砂，河道黄沙四起、污水横流、垃圾

成堆，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对此，付振

国记忆犹新。

为拯救母亲河，石家庄市修路筑堤、疏浚

河道、回填沙坑，并建坝蓄水、植树绿化，对滹

沱河实施综合整治。2017 年，石家庄市出台

《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规划暨沿线地区综合

提升规划》，计划投资 209 亿元对黄壁庄水库

以下 109 公里流域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其

中，主城区段以城市公园标准，为居民提供多

样化的休闲游憩场所；其他区段对河滩进行

生态恢复，保护基本农田，对河滩进行自然绿

化，形成绿色生态景观。

2020 年“十一”假期，滹沱河生态修复一

期、二期工程全线 85 公里向市民开放。小香

山、滹沱花海、子龙码头、山顶花园……在滹

沱河沿岸，一个个标志性景点形成生态景观

长廊。

攻坚克难，决不让污水
排入河道

滹沱河再现美丽容颜，其背后也曾经历

资金、水源、技术治理之难：生态修复工程完

工后，用水需求巨大，水从哪里来？两岸都是

沙质土壤，绿化怎么办？还有征迁、垃圾清

运、污染企业取缔等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资金是关键。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创

新融资模式，除财政资金外，还通过 PPP 模式

解决了资金和管理难题。滹沱河生态修复工

程成为石家庄第一个河流治理的 PPP 项目。

同时，石家庄用好上游水库水以及沿河污水

处理厂中水，保证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完成

后蓄水水面的静态水充足。

但要想让水流动起来，依然困难。2019
年初，水利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实施的

《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提

出，在华北地区增加水源补给，实施河湖地下

水回补。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得到国家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水源问题得以解决。

与水源问题同样棘手的还有两岸绿化。

在沙质土壤中种草种树绝非易事，同时还要

考虑行洪标准、抵御冲刷。为此，石家庄市园

林局组建专家团队，在滹沱河沿岸开辟试验

田，增加数十厘米壤土来改良土壤，并试验适

合种植的树种、花草。最终，海棠、碧桃、紫叶

李、波斯菊等近 300 种树木和花草将滹沱河

两岸点缀得多姿多彩。

“为保障河水水质，环保部门封堵了 10 家

企业的排污口，沿线建成了 8家污水处理厂，污

染企业进园区，将污水处理达标。同时，通过

监测控制中心对河道及两岸进行监控，决不让

污水排入河道。”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修复工

程前线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康文忠说。

恢复河流、湿地、湖泊水
生态环境

“鸟越来越多了！”摄影爱好者梁玉龙用

镜头记录着滹沱河治理带来的变化。近年

来，滹沱河重现碧水，越来越多的鸟类开始出

现在他的照片中，有苍鹭、白鹭、天鹅、野鸭，

还有珍稀的震旦鸦雀。

随着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滹沱河沿线

河流、湿地、湖泊水生态环境恢复，形成了多

种水环境串联交互的水面景观，为各类野生

动物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吸引了大批珍

稀鸟类在附近栖息繁衍。据统计，目前在沿

线 已 发 现 白 鹭 、天 鹅 、野 鸭 等 野 生 鸟 类 20
余种。

此外，石家庄在滹沱河沿线种植适合两

岸土质及气候的乔木、灌木及地被花卉草种，

形成了种类丰富的植物群落。康文忠表示：

“滹沱河生态系统的逐渐恢复，对调节城市小

气候、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起到

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特色产业处副处长

刘栋说，未来的滹沱河两岸，将发展观光型农

业，把农业变成“美丽经济”。目前，石家庄市

农业农村局正在规划建设滹沱河高效观光产

业园，根据《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规划暨沿线

地区综合提升规划》，石家庄将在堤外 127 个

村庄整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休闲旅游。

河北省省管专家、曾担任河北省发改委

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李岚认为，滹沱河石

家庄段分布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定片区等重点开发开放平台和主城区的新华

区、长安区，在未来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图①：滹沱河治理后的景观。

张晓峰摄（人民视觉）

图②：如今的滹沱河两岸秀美如画。

梁子栋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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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沱河是石家庄的
母亲河，由于多种因素影
响，一度干涸断流、垃圾
成堆。近年来，石家庄市
实施滹沱河生态修复工
程，通过疏浚河道、建坝
蓄水、植树绿化等措施，
让这条母亲河重现美丽
与活力。

本报北京 2 月 22 日电 （记

者郁静娴）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扎实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的积极性主动性，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

《关于通报表扬 2020 年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的通知》，对北京

市延庆区等 106 个措施有力、成

效突出、群众满意的村庄清洁行

动先进县予以通报表扬。

《通知》指出，2018 年 12 月，中

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 18 个部门

联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

庄清洁行动方案》。两年多来，各

地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组织推进，

动员近 4 亿人次，全国 95%以上的

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绝大多数

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村庄清

洁行动成为圆满完成《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

务的有效抓手。

《通知》强调，各地要因地制

宜拓展提高“三清一改”标准，着

力引导农民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和健康生活方式，不断健全长

效机制，美化提升村容村貌，促进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推

动村庄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

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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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丽江市通过生态修复使湿地环境持续优

化。位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拥有优越的气候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

的水生生物，吸引越来越多的候鸟来此越冬。

左图：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候鸟。

下图：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梁志强摄（人民视觉）

一泓碧水 候鸟翩跹

本报福州 2月 22日电 （记者王崟欣）记者从福建省

水利厅获悉：2020 年福建全省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37.31
万亩，流失率从 2015 年的 8.87%降至目前的 7.52%。

“十三五”期间，福建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259.46
万亩。“十四五”期间，福建水土保持工作重心将逐步从追

求水土流失率下降转变为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提升、生产

建设活动从严管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在压缩水土

流失斑存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林分结构改造、生态修复提

升和遏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

福建水土流失率降至7.52%
去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37万亩

本报沈阳 2月 22日电 （记者刘洪超）辽宁省日前正

式印发《辽东湾湾长制实施方案》，提出建立健全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全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

据悉，辽宁省将构建省、市、县（市、区）三级湾长与乡

镇（街道）巡查员队伍相结合的组织体系。

据悉，辽东湾湾长制实施范围为大陆岸线向海一侧

至沿海各市海域管理外边界，向陆一侧至 500 米范围，包

括大连（渤海海域）、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五市。《方

案》明确，辽东湾总湾长由省长担任；市、县（市、区）湾长

原则上由本级政府主要领导担任；跨县区海湾湾长由市

级湾长担任。省级湾长每半年至少巡湾一次；市、县（市、

区）级湾长每季度至少巡湾一次；乡镇（街道）建立巡查员

队伍，每月全覆盖巡查一次，主要对排污口、海洋垃圾、海

面油污、采挖海砂、垃圾倾倒、围填海活动、偷猎偷捕、私

搭乱建等进行日常巡查，推动形成末端常态化网格管

理。此外，为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辽宁还鼓

励占用海岸线及海域进行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石化、核

电、港口、修造船厂等重要工业企业主要负责人担任民间

湾长。

为确保湾长制有效运行，《方案》明确，省、市、县（市、

区）三级设立湾长制办公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公安、

发展改革、财政、水利等 14 个单位为湾长制成员单位。

辽宁建湾长制保护辽东湾

推动建立健全海洋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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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2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水利部获

悉：近日，引江济太新机制下的第一次调水圆满结束。据

统计，本次跨年度调水共通过望虞河常熟水利枢纽调引

长江水 6.26 亿立方米，通过望亭水利枢纽引清水入湖

3.29 亿立方米，相当于抬高太湖水位 0.14 米。

去年 10 月 1 日以来，太湖流域降雨量 156.28 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少 35%，受其影响，太湖水位持续降低，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太湖水位已降至 3.04 米，较常年同期

偏低 0.04 米。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应江苏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申请，经水利部同意，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启

动跨年度引江济太调水。

为确保长江清水入湖，太湖流域管理局密切监视望

虞河沿程水量水质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有效提高了

引江济太入湖水量水质。据分析，此次引江济太期间引

水入湖效率超过 58%，为 2013 年以来最高，引水入湖后

太湖水位始终保持在 3.00 米左右的适宜水位；望虞河全

线水质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等指标均稳定达到Ⅱ类

水标准，大幅优于《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

（2013 年修编）》中确定的望虞河 2020 年入湖水质控制

目标。

通过本次引江济太，有效增加了枯水期进入太湖及

河网的优质水资源量，维持了太湖水位，保障了流域冬季

特别是春节期间的供水安全，为太湖安全度夏奠定了重

要基础。

下阶段，太湖流域管理局将继续密切关注流域水雨

情与供水形势，加强预测预报和分析研判，不断深化引江

济太调水新机制，全力保障流域供水和水生态安全。

跨年度引江济太调水结束
有效保障太湖流域供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