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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蒋芳、邱冰清)扬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豚保护协会指导老师陈粲
近来心情不错，过去难得一见的江豚近来“曝
光量”明显增加。“我从事江豚保护工作有四五
年了，今年惊喜不断：先是在三江营考察中发
现了母子豚，上个月还有人拍到十几头江豚
游弋的画面。”

作为长江里的“旗舰物种”，江豚数量的
多寡直接反映长江水质情况。其濒危态势的
扭转，与包括三江营在内的长江扬州段生态
环境好转密不可分。

位于江苏扬州的江都水利枢纽站，一块
刻有“源头”字样的石碑静静矗立。每年，有
150 亿立方米左右的长江水从这里输出，润
苏北、济齐鲁，最终送至千里之外的华北地
区。作为连接淮河与长江两大生态系统的节
点城市，扬州生态保护的力度影响深远。

2013 年以来，扬州沿南水北调东线输水
廊道规划建设了 1800 平方公里的生态走廊，
将沿江岸线的 82 . 4% 划为岸线保护区和控

制利用区；把沿江纵深一公里范围内 3 . 86
万亩土地列入限制和禁止建设区；推动沿
江化工产业退后一公里，关停化工企业
263 家；将唯一的化工园区产业规划面积
从 2 2 . 6 平方公里压减至 9 . 3 平方公
里……实现了水源地生态保护从“一条线”
到涵养“一大片”。

治水的办法在“岸上”。在距离供水线
尚有一段距离的高邮市，650 平方公里都
被纳入了保护范围，实行高标准生态涵养，
涉及 80% 的乡镇(园区)。同时，该市通过
“十百千万”工程，建设 10 个生态中心、111
个公园、整治 3000 多条河道沟渠等，切实
维护南水北调输水廊道生态环境。

近期的监测结果显示，淮河经扬州高
邮湖、邵伯湖汇入长江，出湖口水质好于入
湖口；长江水通过夹江、芒稻河逐级北送，
下游水质比上游水质好。这标志着扬州作
为水源地的供水和净化能力进一步增强。

历史悠久的邵伯船闸，至今日夜吞吐、

繁忙如昔。今年上半年，已有 3424 个船队，
73963 艘货轮从此处通行。与此同时，邵伯
船闸又与运河文化生态公园、邵伯保卫战
纪念馆、大运河遗产区相连，形成了国家
4A级景区邵伯古镇景区，每年吸引数十万
游客。

绿水长流的景致再现，不仅让游客流
连忘返，还让当地不少百姓也吃上了“风景
饭”。

沿湖村的“渔三代”屠苏过去从没想过
大学毕业了要回老家工作，村里渔民世代以
船为家，一天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当日生活
开支。

2007 年，村里通过填塘整地，推动渔
民上岸定居，2015 年进一步实施退养还
湖，并在此后发展特色渔家乐、民宿客栈
等。2016 年，大学毕业的屠苏回到村里创
业，和很多“渔二代”“渔三代”一起，成为
“渔隐人家”民宿的管家。“目前收入还不
错，2018 年全村年接待游客 23万人，三产

收入 2300万元，同比增长 40%。”
不仅是沿湖村，整个扬州都在收获生

态红利。今年 4 月开园的南水北调源头公
园，成了当地人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过去，
这里垃圾成山、臭气熏天，被群众称为“城
市伤疤”。经过近两年的深度治理、综合改
造，已吸引了 20 多家基金机构、10 多家企
业总部落户，“老伤疤”变成了“聚宝盆”。

“投入上亿元治污，拆除上亿元规模的
产业，短期看是‘伤元气’，长期看是为绿色
发展‘增底气’。”江都区委书记张彤说，以生
态保护的基点为高质量发展寻策问道，不
断挖掘和放大生态保护的综合功能，绿色
发展的甜头越来越大。

不同于过去“一火车出去求学、一汽车
回来就业”，生态福利让一座城市吸引力倍
增。据统计，扬州市从 2015 年起每年人才
净流入 1万人以上。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 1000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47 . 2%。

“供水线”成了“发展线”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飞航)作为黄河第二
大支流，汾河纵贯山西省 6市 45县，绵延 716
公里汇入黄河，哺育着山西四分之一的人口，
被誉为山西的“母亲河”。夏秋时节，行走在汾河
沿岸，只见绿树掩映、众鸟啁啾。那首熟悉的

《人说山西好风光》仿佛又回荡在耳边：“你看
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然而，此番美景来之不易。由于地下水长期
超采、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汾河流域地下水位
一度大幅下降，几乎断流。加之污染日益加重，
汾河干流劣五类水质比例曾经达到 68%。

“我还记得 20 多年前的时候，汾河河道
上随意采砂，垃圾乱倒、市民耕种现象随处可
见，太原城区段河道更是污水横流、垃圾遍
地、千疮百孔。当时我住在离河岸不远的地

方，每年冬春季节，遇有大风，河道内便尘
土飞扬、黄沙漫天；夏秋季节则臭气熏天、
蚊蝇乱飞，‘母亲河’成了老舍笔下的‘龙须
沟’。”太原市迎泽区居民牛则军说。

为让“母亲河”恢复健康，近年来山西
省持续加大治汾力度。2015 年 7 月，山西
省印发《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纲要(2015
-2030 年)》，提出用 10 年-15 年时间，使汾
河重现碧波荡漾的大河风光。

2016 年 4 月，水利部与山西省政府联
合印发《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2015-2030
年)》，标志着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上升
至国家治水战略层面。2017 年 1 月 11 日，
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通过《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

例》，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首次上升到
了法律保护的层面。2018 年 9 月 26 日，山
西省印发《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修复总体方案》，翻开了生态化、全
流域、系统性治理的新篇章……

为了让汾河水量丰起来，山西省坚持
治标与治本兼顾、近期与远期结合，通过
节水优先、实施“五水济汾”、退还被挤占
的河道生态用水、用好本地水、洪水资源
化、地下水关井压采等 6 项措施，让河流
动起来。为了让汾河水质好起来，山西省
从治汾先治污、水动力重构、提高污水排
放标准 3 方面发力，为改善汾河水质“保
驾护航”。为了让汾河沿岸风光美起来，山
西省通过绿化、河道景观化、河流生态化

等措施，实现水岸同治、标本兼治目的。
多年不懈治汾，使“母亲河”清水复流。

一川清水，两岸锦绣，汾河成为市民休闲、
消暑和营生的“清水河”。

“前些年，我们锻炼、散步只能在街道
上转圈圈。现在汾河公园建成后，人们在这
里早晨锻炼，晚上散步，其乐融融。”太原市
居民刘东海说。

眼下，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正在持续
推进。下一步，山西省将以河长制为抓手，坚
持“短安排”和“长打算”相结合，实施控污、增
湿、清淤、绿岸、调水“五策并举”，饮用水、地
下水、流域水、黑臭水、污废水“五水同治”，
推动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整体改善，让汾河
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 8 月 26 日，志愿者们在抚仙湖边投放鱼苗。当日是第十五个云南抚仙
湖保护日，在以“做高原湖泊卫士、当爱湖护湖先锋”为主题的保护日活动现场，
22 万尾抚仙湖特有鱼种——— 抗浪鱼被投放至抚仙湖。2019 年当地计划在抚仙
湖投放包括抗浪鱼在内的土著鱼苗 100 万尾。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新华社西宁 8 月 26 日电(记者李亚
光)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地域面积近 40
万平方公里，高寒缺氧气候恶劣，道远路艰
补给困难……这样的工作条件，一度使不
少人对青海三江源地区望而却步。

然而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改革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生态科研工作
者受到吸引，自发前往当地开展长期扎根研
究，为“中华水塔”永葆生机建言献策。

今年 30 岁的赵翔出生在江南水乡，大
学毕业后的一次旅游经历，让三江源成了
他再也离不开的“第二故乡”。

洁白的冰川、连绵的草原、灵动的雪
豹、跃壁的岩羊……三江源纯净自由的灵
魂们，牵绕着赵翔的心。
加入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后，赵翔常

年奔走在三江源野外。他带领的团队陆续发
现黄喉貂、水鹿、欧亚水獭等诸多当地难以
得见的珍稀物种，多项研究得到世界科研学
界关注。

在位于澜沧江源头的杂多县昂赛乡，记
者近期遇到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北京
大学的科研团队。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很
年轻，最小的刚满 20岁，有的人要在当地扎
根近全年。

观察他们的样貌举止，记者发现很多共
性：衣服上满是泥渍，皮肤晒得黝黑；常常爱
笑，牙齿显得很白；头发因长期得不到洗护
修剪，杂乱而油亮，有男生索性扎起了辫子。

来到三江源，他们大多怀着和赵翔相
似的初心。正因为如此，面对青藏高原的严
酷气候及野外艰苦条件，这帮在城市长大
的年轻人很少喊苦叫累。
北京大学博士后肖凌云说，三江源地区

就好比生态科研学界的“北京”“深圳”，能在
这里扎根科研，为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最
终实现人生价值，她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刘馨
浓说，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价值巨大、
境内生物多样性丰富，值得有相关专业背
景的年轻人在当地挥洒汗水、建功立业。

来自澳大利亚林肯大学的瑞秋，参与
青海省外国专家局合作项目在三江源地区
进行长期实验，持续研究当地草场退化进
程中的自然因素，并努力寻求破解之策。

瑞秋告诉记者，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一直以最开放的姿态欢迎各地各界人
士参与当地生态保护建设。随着相关机制
日趋完善成熟，近年来自发前往当地、心系

三江源的生态科研工作者越来越多。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

到，秉持开放、共享等建园精神的三江源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管理部门，近年来陆
续与中科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世界
自然基金会等科研院所组织签订合作协
议，已吸引多支科研队伍驻点研究。

2016 年至今，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局多次与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 10 多
个国家的相关人士探讨生态保护，筹措
组建高层次、跨区域的咨询合作专家组，
目前已同厄瓜多尔、智利国家公园签订
协议，建立友好关系。

伴随着上述举措的推动，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吸引
力。近期在青海省举办的我国首届国家
公园论坛上，超过 450 名国内外官员专
家齐聚西宁市，共话三江源国家公园建
设，对了解、参与当地生态保护展现出充
分热情。

英国生态学者唐瑞告诉记者，三江
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管理模式先进科
学，园内生态持续向好，景色优美迷人，
如今正逐步成为中外科研人士心向往之
的一处“沃土”，前景一片光明。

云南举行抚仙湖保护日活动

扎根三江源的科研人员：挥洒汗水，心向往之

告别“龙须沟” 再现“清水河”
山西持之以恒修复保护汾河流域生态

新华社西宁 8 月
26 日电(记者陈凯 、李
亚光)木里煤田位于青
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天
峻县，地处祁连山南麓。
因违规开采、过度开发，
当地生态一度遭到破
坏。2015 年记者在当地
走访时，曾看到数十米
的渣山及巨大“天坑”，
场面触目惊心。

5 年来，当地在全
面关停违规矿企的同
时，扎扎实实推进环境
整治工作，投入大量资
金恢复治理生态，成效
较为明显。

近日，记者再度前
往木里煤田调研，途中
仅见到为数不多的货
车，山谷中一片寂静。当
地干部表示，随着生态
趋好，一度消失的棕熊、
赤狐等野生动物如今也

纷纷归来，有时还与矿工“亲密接触”。2018 年
底，中科院科研人员对木里矿区野生动物分
布进行调查，共发现岩羊、沙狐等兽类 5种，大
鵟、渡鸦等鸟类 7种。

正午时分，记者来到木里煤田天峻义海
公司矿区，映入眼帘的是绿草茵茵的小山及
草坑。上前细看，30 厘米高的人工草长势旺
盛，一簇簇野花和星星点点的野草分布其间。

天峻义海公司总经理王丰说，眼前生机
盎然的原野曾是渣山及采坑边坡，2015 年至
今，企业累计投入超 11 亿元，通过覆土植绿
的方式治理矿区生态。

具体操作中，挖掘机首先将渣土坡、采坑
边坡进行平整及分级削坡，坡度控制在 40 度
以内。随后，装载机将周边购得的土和羊粪以
1比 4 的比例进行混合，以平均 20 厘米的厚
度覆盖在边坡上，再均匀撒下冷地早熟禾、中
华羊茅等 5种草种，由洒水车进行喷灌。

通过上述混播植绿法，天峻义海矿区已
累计复绿 379万平方米的渣山及采坑边坡。
“渣山矿坑变绿了，下雨也不再黑水满地淌
了。”56 岁的天峻县木里镇二社牧民罗加一直
生活在周边，他表示 2016 年起矿区生态越来
越好，变化速度加快。如今，这里的夏季 7至 8
月是花海，冬季变成牧场。牧民们将牲畜赶往
矿区，牛羊可饱食 1 个月。

通过相似方式，木里煤田其他企业在近
5 年来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生态治理，如今效
果已开始显现。

据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提供的遥感监测数
据，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木里矿区生
态恢复面积共增加 13 . 15 平方公里。相关工
作人员赴现场调研发现，部分人工草长势较
好的区域已实现“靠天吃饭”、自然生长，植株
根须愈发茂盛，有的超过半米。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汤宛峰表示，下一
步当地将继续做好相关巩固提升工作，以绵绵
久久之力，谋生态长远之计，努力将木里煤田
建设成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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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作为各项工作的总牵引、总要求，倍加珍惜机遇，坚定信心、笃定心
志，始终牢记党中央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全面贯彻落实意见精
神，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
伟中说。

8 月的深圳，晴空丽日，位于深圳市中心的“拓荒牛”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凭借“敢为人先”的精神与气
质，锐意改革、敢闯敢试，深圳在近 40 年间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
化和现代化的奇迹。

“改革开放成就了深圳，深圳自身的发展也印证着改革开放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深圳市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黄玲说，在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部署支持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从更深层面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思考与判断。

从 39 年前的经济特区，到今天的创建先行示范区，在相关专家
看来，意见赋予深圳肩负的全面深化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可以分成综
合性改革和单项性改革两大类。

谭刚等受访专家认为，在综合性改革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在
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深圳被赋予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
点的权限，可以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
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而在
单项改革方面，意见充分考虑了深圳在科创、海洋、教育、民生等领域
的巨大潜力，提出了数以百计的改革和创新方向，其中许多政策、举
措具有世界级影响，其后续效应备受期待。

“以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例，意见还同意深圳
按程序组建海洋大学和国家深海科考中心、探索设立国际海洋开发
银行，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举措，对于保护我国海洋权益、推动全球
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谭刚说。

从“主阵地”到“示范区”，区域协同发展的容量

更大、质量更高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科技领域竞争的重要平台，也是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为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强化原始创新能
力，我国已建设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随着意见的发布，备受瞩目的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浮
出水面。意见提出，支持深圳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以深
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主阵地’也好、在大湾区发挥关键作用也好，都是前三大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要求中没有出现过的新提法，这凸显了深圳创建
先行示范区，在带动区域协同发展上被国家赋予了特殊的功能和地
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燕说。

当前，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 . 4万家，数量仅次于北
京，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最具科技创新力的城市之一。但深圳也面临着
基础研究短板，少有国家布局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重大创新平台，
创新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不足等问题制约深圳科技创新的再发展。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下一步深圳将聚焦大装置、高平台、顶尖人才、政策体系、创
新文化等建设，需要区域协同推进，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范围内组
织、协调资源。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
设与区域协同发展齐行并进的缩影。多数专家认为，在中央顶层设计
和深圳自身优势的双重作用下，“先行示范区”将在多个层面融入区
域协同发展，与其他城市和地区“协力前行”。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表示，以同样在 8 月成立的上
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为例，“临港新片区”和“先行示范区”共同
构成了中国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组合拳”。

从指导思想，到具体部署保障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出现在意见
的各个层面，文件还在多处要求深圳与香港、澳门开展进一步的交流
与合作。

“要把握新机遇形成新认识实现新作为。”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
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田夫说，前海将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探索与港
澳规则衔接，加快建设创新特别合作区，协同香港开展国际科技合
作，努力在大湾区建设中走在最前列。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圳从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向
香港学习、借鉴了大量发展经验，现在深圳创建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
大湾区是无缝对接、融合的，深圳的探索和做法，完全可以给包括港
澳在内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参考，彼此相得益彰、互学互鉴，相互弥补
发展中的困境和不足。”曲建说。

从“七有”到“标杆”，城市民生新期待书写“更

美好生活”锦绣画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在意见中，“七有”升华成为“幼有善
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

“一字之变，说明作为先行示范区，在推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方面，深圳要走在
时代前列。”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对于广大
群众来说，这意味着关乎切身利益的众多民生短板，将得到有效的
“补全”。

这是一幅居民美好生活的温馨图景———
谭刚说，如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要

善于利用好的培育、优质的教学资源，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不
仅是能看病，而是要有好医生来看好病，把病情能很好解决。

深圳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廖远飞说，意见共有 19 处涉及民
政工作，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
工作，传达好学习好贯彻好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圳民政系
统的首要政治任务。

如以构建高水平的养老服务体系，着力实现“老有颐养”，深圳将
以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为切入点，通过建立深圳统一的智慧化养
老服务管理平台，做实政府基本保障、居家社区联动、机构养老 3种
服务。

这是一首新时代蓬勃迸发的文化好声音———
今年 4 月，华强方特的东方神画主题公园获国际主题娱乐协会

的“杰出成就奖”。位于深圳南山的华强方特总裁刘道强说，几千年中
华文明是取之不尽的宝库，女娲补天、牛郎织女、水漫金山……我们
的主题乐园里满满都是中国味。

2018 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2621 . 77 亿元，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深圳发
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深圳将进一步创新文化体制机制，推进建设更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这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妙乐章———
如今，即使在冬天，深圳湾畔仍然生机勃勃，黑脸琵鹭结伴涉水

觅食，红嘴鸥在低空划出优美弧线。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2019 年 1-6
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显示，深圳市在 168 个重点城市中空气质量排
名第 4 位。

在深圳大沙河与深圳湾交汇处的护河志愿服务站“沙河·尚”U
站，一群护河治水志愿者“河小二”，正常态化的开展巡河、检测水质、
垃圾分类等活动。“加入这一 U 站的义工已超过 3000 人，我们还以
此孵化了南山区生态环保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环保社会组织。”南山团
区委书记金翠说。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改革开放的指引下，深圳从贫困落
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蹄疾步稳、扬帆启航，
新一轮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正在这里不断掀起…… (记者王攀、
周科、孙飞，参与采写：王晓丹、吴燕婷) 新华社深圳 8 月 26 日电

醉美西北绿

江 苏 扬 州 生 态 立 市

确保“一江清水向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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