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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10 月 17 日电
（记者董雪、王贤、汪海月）长江水
系 14省市有近 12 万艘内河货运
船舶，数十万船员常年在江上生
产生活，船上会产生大量生活垃
圾、油污水、残油、化学品洗舱水
等污染物。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来到
长江沿线多省走访码头、登上船
只，发现有的船舶将垃圾扔到江
里，将油污水等直接排入长江。

记者探访：有船舶

将垃圾扔到江里，污水

排入长江

记者登上一艘吨位约 7000
吨的船，船上有 4 名船员。船上的
垃圾接收记录簿显示，该船上一
次接收垃圾是在 8 天以前，但奇
怪的是，船上几乎没有什么垃圾。

记者打开船上的三色垃圾
桶，只见半人高的垃圾桶里分别
是稻谷、工具和衣物，仅厨房小垃
圾桶里有几块西瓜皮。

“剩菜剩饭有时扔到江里。”
面对记者的询问，船老板如此
回答。

记者近日沿长江走访码头和
锚地时发现，船舶垃圾去向不明
的情况较为普遍。记者登上 11 艘
船，有 5 艘均如此——有的没有
垃圾桶，有的用垃圾桶储物，有的
多日未收集垃圾，垃圾桶却空空
如也。这些船舶航行线路不固定，
经常在长江中下游多个省份之间
流动作业。

某地长江环保协会屡次沿江
调研船舶污染物问题，协会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船舶垃圾扔进长
江的情况比较普遍，除了船上的
生活垃圾，有时还有货运产生的
物料垃圾。”

记者发现，一些船舶还把船
上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

记者在两艘船舶上发现了通
向江面的神秘软管，表面黑色油
污明显。记者进入舱底，用手电筒照明，发现软管的另一头
埋在舱板下的油污水中，看不到深度，旁边是一个小型抽
水泵。

这两艘船的负责人承认抽取油污水排入长江。“搞船运
两年多了，油污水都是自己抽到江里去，不然积多了咋弄？”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长江船舶污染物的收集、处理尚处
于起步阶段。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上半年，长江干线共有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 185 家，

污染物接收船舶仅 226 艘；长江干线常年航行的船舶有 10
万艘左右，相当于平均每艘接收船舶要服务 400 多艘船。

据了解，今年以来，仅长江重庆段就查处 378 起船舶水
污染违法行为，其中包括在长江停泊期间排放生活污水、餐
饮污水等案件。

污染背后：接收设施建设滞后，管理措

施不完善

为什么这些船舶要把垃圾扔到江里，把污水直排入江？
业内人士称，这一方面是因为污染物接收设施建设滞后，另
一方面是因为相关管理措施不完善。

《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
厂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建设船舶污染物、
废弃物的接收、转运及处理处置设施。”但由于缺少具体的
建设标准，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多位港口企业负责人反映，长江中上游配备有整套接
收设备的港口很少；大部分港区没有接入市政管网，船舶污
染物接收、转运、处置体系运行不畅，城管、环保、港航等部
门各管各的，没有形成管理合力。

同时，对船舶污染物的收集，还存在一些管理上的
漏洞。

江苏海事局副局长王士明介绍，目前船舶污染物的
收集多采用市场运作，由经过港口行政部门备案的单位
提供有偿服务。但是，一部分船舶不愿接受规范管理，
将污染物随意排放或丢弃在非指定接收点；同时，有的
备案单位违规操作，收费高或者收费后不收垃圾等行为
时有发生。

一位船老板称，很多船员遭遇过被人强行收钱但不收
垃圾的情况。“船刚停靠码头，一个人就跑过来要钱了。他拿
着单子却只背个小包，用什么收垃圾？”

一些船员说，“说白了，就是 100 元买个垃圾记录簿上
的章。”他们告诉记者，“在长江中下游一些地方，只要靠上
码头，收垃圾的小船就来了。有垃圾也好，没垃圾也好，都要
收 100 元钱，跑不掉的。”“好说话的 80 元、50 元也行，不好
说话的要 100 元，有一次直接要 300 元！”

船上的垃圾记录簿也印证了这一问题，有的船舶因
停靠了 3 个不同的码头，在短短 6 天时间里交了 3 次垃
圾费。

业界呼吁：统一管理，疏堵结合

一些业界人士和相关专家建议，防止长江船舶污染，应
加强统筹，疏堵结合，完善相关政策，增强对污染行为的打
击和治理力度。

近年来，一些沿江地方政府正在加快港口污染物接收
转运设施建设，在宜昌、荆州、安庆、芜湖、重庆、南京等地，
陆续有生活污水接收船和转运码头投入使用。

为规范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荆州、马鞍山、芜湖等沿
江城市主动先行探索，采取政府买单模式，统一招标，由中
标企业免费接收部分污染物。但记者在这些城市走访发现，
多数船员表示，并不了解相关免费政策。

“船舶是流动的，只有长江各地‘一盘棋’统一管理，才
能把船舶污染物管起来。”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会长胡师斌
等人建议，应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相关省市按一定比例
出资设立长江船舶污染物防治基金，形成共抓船舶污染物
防控的合力。

一些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的负责人呼吁，进一步完善政
府购买服务方案，设定群众知晓度、群众投诉、定期检查和抽
查等考核指标，根据中标企业的实际考核情况支付费用。

武汉新港委主任张林认为，应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船
舶垃圾、污染水的监控，提高就地处理和循环利用能力。

（参与采写：韩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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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10 月 17 日电（记者刘菁、余贤
红、陈毓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
背景下，VR（虚拟现实）技术加快成熟，拓展了
产品形态和产业模式。江西依托千亿元电子信
息产业，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目标进发。

2019世界 VR 产业大会将于 10 月 19 日
在江西南昌大幕重启。自去年首届世界 VR 产
业大会在南昌召开以来，江西加速构建 VR 产
业生态圈，在教室、在医院、在车间、在景区……
点点 VR 星光汇聚，照亮虚拟现实产业走向“真
实”的新经济未来。

“虚拟现实”已在身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江西联通推出的
“ 5G+VR 技术直播”，为偏远地区医生提供远
程“手把手”指导；驾校引入虚拟现实模拟训练，
令驾驶培训效率大幅提升；中国铁路南昌局集
团有限公司新配备 VR 模拟驾驶台，让高铁司
机犹如身临其境体验危险环境下的应急操
作……

短短一年时间，VR 解锁的各种应用场景
正在变成现实，为 VR 产业内容创业打开无限
商机。

入驻南昌仅 1 年时间的联想新视界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把散落各地的红色资源整合进
一副 VR 眼镜。“目前这个产品已经卖了上千
套，单此一项销售明年就能过亿元。”公司总
经理赵旭兴奋地说。类似的企业在南昌 VR
产业基地有好几家。

VR 撬动的变革在工业领域也在转为生
产力。在江联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运用 VR 技术的焊接机器人正在替换人
工，为锅炉壁板打抓钉。“一名熟练焊接工每
天能打 4000 到 5000 个抓钉，而相同时间内
机器可以打 2 . 5 万个，成本仅为人工的八分
之一，质量却比人工高。”公司负责人杨文说。

由点及面，由生活至生产，江西 VR 产业
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江西省工信厅副厅长辛
清华介绍，2018世界 VR 产业大会期间达成
了项目和合作协议 157 个，总投资额 631 . 5
亿元，目前这些项目的注册率和进资率近九
成，开工率和投产率近八成。

创新思维创造产业

从 2016 年宣布打造城市级 VR 产业基
地，到 2017 年率先发布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团
体标准，再到成功举办 2018世界 VR 产业大
会，经济基础并不占优势的江西，逐渐形成新

经济产业集聚效应，靠的是创新思维。
创新，体现在发展路径的精准选择——
VR 产业发展的切入口是应用，“爆款应

用”是引领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江西省虚拟
现实应用推广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全力打造
VR 应用示范高地。今年以来，南昌从 70 多
个 VR 应用项目中筛选出第一批 11 个具备
行业先进示范和复制推广潜力的项目，总投
资超过 5000 万元。

创新，体现在谋篇布局的与时俱进——
强大的创新链是 VR 产业发展的基础。

一年来，南昌着力建设 VR 创新中心、体验中
心、展示中心、云中心“四大中心”，打造教育
平台、标准平台、资本平台、交易平台“四大平
台”，初步构建起 VR 产业发展的“四梁八
柱”。今年 6 月，落地南昌的虚拟现实标准检
测与评测中心，在业内率先荣获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证书，这将进一步促进 VR 企业
集聚南昌。

创新，体现在对人才引进和培养的不遗
余力——

成立南昌 VR基地院士工作站；省内多
所高校开设 VR 专业、设立 VR 产业技术研
究中心；企业打造 VR 开发者社区……江西
始终把聚才引智作为 VR 产业发展的基础，

为新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VR 发展未来可期

虚拟主持人将亮相大会开幕式；VR 国
际电竞大赛、VR 产业创新大赛、未来影像艺
术周暨南昌国际 VR 电影展……即将召开的
2019世界 VR 产业大会特色鲜明，诠释了江
西 VR 产业的活力。

“ 5G 商用步伐的加快，将进一步推动
VR 技术突破和应用普及，带来更多可能
性。”（南昌）北京理工大学虚拟现实标准检测
与评测中心主任胡翔说。

面向未来，南昌提出了打造“世界级 VR
中心”和千亿级 VR 产业规模的目标蓝图：

以 2019 年至 2020 年为基础构建期，建
立产业合作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加速吸引
企业入驻和人才汇集；以 2021 年至 2023 年
为产业集群集聚期，强化产业先发优势，形成
产业集群；以 2024 年至 2025 年为创新引领
期，推动 VR 与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新技
术融合发展，同时打造智能化智慧化城市。

“大手笔招大引强，大力度推广应用，大
投入搭建平台，全方位推动虚拟现实产业发
展。”南昌市副市长杨文斌说。

江西：VR 产业正红，新经济发展“不虚”

河北青龙：

中药材种植

助农民增收

 1 0 月 1 6

日，工人在一家企

业育苗基地管理北

苍术幼苗。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采

用“公司+基地+农
户”的方式，发展中

药材种植 11 万亩，

年产值 3 亿元，带

动全县 7000 余户

贫困户实现增收。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有了这些钱，俺的 40
亩包地款就有着落了。”59
岁的耿仁流拿着 5 万元的金
融扶贫贷款乐得合不拢嘴。

耿仁流是河南省太康县
逊母口镇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这笔钱是耿仁流刚刚从
逊母口镇“党群关系平台”拿
到的金融扶贫贴息贷款。

河南省太康县逊母口镇
辖 39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行
政村 10 个，贫困户 1781户，
贫困人口 8321 人。为了清除
脱贫路上的绊脚石，及时为贫
困户提供市场信息、技术、资
金等，逊母口镇党委创建“党
群关系平台”，并出台“党建+
金融扶贫”等多个助民举措。

通过“党群关系平台”，
逊母口镇先后举行大型义诊
活动 16 场次，参与贫困群众
15000 余人；举办了技能培训

30 余场次，参与贫困群众 8000 余人，600 余
人通过培训成功上岗工作，年人均增收 30000
余元；组织种养殖培训 10 场次，参与群众 600
余人，120 户贫困户成为种养殖大户；累计向
40 余人，发放金融扶贫贴息贷款 200 余万元。

（范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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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17 日电（记者李荣）夜
间经济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点。近日，作
为上海核心城区的徐汇区发布消息，提倡“4
小时夜生活主体时间制”，提出夜间经济不是
熬夜经济，应把城市夜生活提升为一种文化
与审美相融合的“慢生活”方式。

上海市徐汇区商务委副主任姜舟说，夜
间经济不是熬夜经济。夜间经济可以考虑在
有条件的区域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但是从经
营者、消费者、环境的舒适度和可持续性来
看，上海徐汇提倡“ 4 小时夜生活主体时间
制”，夜间经济和城市夜生活的主体时间是

18时至 22时。“关键在于提升夜间经济的品
质和感受度，而不是无限延长时间”。

为此，上海徐汇发展夜间经济注重“内
容”，摆脱夜间经济基本上就是餐饮经济、摊头
经济、闹市经济的狭隘思维，提出“夜间经济不
是简单的夜市经济”。夜间经济应与各类主题
和文化融为一体，上升为城市夜生活的一种方
式、情景和文化。在“武康庭”和“永平里”等夜
经济的汇集点可以看到，业态都是复合式的，
不仅有餐饮，也有文化艺术画廊、时装店、花店
和时尚生活馆，和城市老建筑融为一体，配合
绿化，一步一景。夜间光线柔和，播放的音乐都

不吵闹，能够衬托出“闹市中的宁静”，整个区
域节奏放慢，适合大家聊天，享受慢生活。

上海徐汇正在探索夜间经济治理方式的
创新，搭建平台，营造环境，在确保市场秩序
的前提下尽量做到“不扰民不扰企”，对夜间
经济的发展实施精准化的引导和扶持。目前
徐汇已在上海全市率先推出夜间经济“外摆
位”的管理办法，提出“公共外摆位”的概念，
在精细管理的条件下，使得夜经济中餐饮单
位的“外摆位”经营更有序、更有效，不仅能够
拓展夜间消费的空间，更将营造城市夜生活
的“一种环境、一种情调、一种氛围”。

▲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平定乡沙溪村
海清电子扶贫车间，村民在加工一批数据线
产品（10 月 12 日摄）。据了解，鹰潭已建成运
营“产业下沉”结业扶贫车间 88 个，吸纳就业
2000 余人。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车间建门口 脱贫有盼头
“夜经济不是熬夜经济”

上海在核心城区提倡“4 小时夜生活主体时间制”

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15 日电（记者于长
洪、丁铭、哈丽娜）萎缩！萎缩！萎缩！近十年
来，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大湖泊——达里诺尔湖
面积急剧缩减，注入水量成倍减少，周边湿地草
原严重退化，治理修复迫在眉睫！

恐不到 20 年就干枯

在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北部，一望
无垠的贡格尔草原怀抱着一个巨大的高原碱性
内陆湖，这就是达里诺尔湖。

地质学家的研究表明，很久以前，达里诺尔
湖区域曾经有一个巨大的火山喷发口，距今 1
万年前，随着火山喷发导致的地壳升降变迁，此
地诞生了一座巨大的湖盆，这座火山堰塞湖便
是达里诺尔。

“达里诺尔”是蒙语，意为“大海一样的湖”。
据地质学家研究，这座巨型湖泊曾经是一座面
积在 2000 平方公里以上，最大深度接近 100
米，蓄水上千亿立方米的大湖。

然而，曾经“大海一样的湖”已今非昔比。
记者站在湖南岸的曼陀山上，整个湖区尽

收眼底，当年水面触及的地方如今留下了一道
道或深或浅的水印，水位退缩的地方长满了杂
草。湖北岸曾经是达里诺尔“湖心岛”的砧子
山，孤独地屹立在一片草原上。

据克什克腾旗水利局副局长于世友介绍，
达里诺尔湖在 1 万年前创造了生命史上最辉煌
的一刻后便逐渐萎缩，到本世纪初萎缩了 10

倍。近 10 年来进一步缩减，面积由 2001 年
的 210 . 13 平方公里缩减到 184 . 66 平方公
里，最大水深由 13 米下降到 9 . 8 米，蓄水量
由 16 亿立方米下降到 10 亿立方米。

克什克腾旗林草局副局长何思卓说：“以
目前的降雨量和蒸发量来计算，再有不到 20
年，达里诺尔湖就有可能干枯。”

达里诺尔湖还是一个以保护珍稀鸟类及
其赖以生存的湖泊、湿地、草原、沙地、林地等
多种生态系统为主的综合性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和国家
珍稀鸟类保护区，被称为“百鸟乐园”，并列入
了“亚洲重要湿地”名录。

据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宣
传科科长巴达仁贵介绍，受达里诺尔湖急剧
萎缩的影响，这里的苏打半咸水质碱性逐渐
增强，威胁到一些水生物的生存，进而对一些
鸟类的采食造成影响。

达里诺尔湖的急剧萎缩也造成了贡格尔
草原的退化。记者在这里看到，草原上牧草
稀疏，干燥的土壤裸露在外，很多牛羊在上面
艰难地啃食着发黄的牧草。

“蒸多补少” 注水锐减

“达里诺尔流域属于干旱、半干旱大陆性
气候，降水量少，蒸发量大，近年来，气候干旱
是达里诺尔湖水位不断下降，面积逐年减少
的主要原因。”克什克腾旗水利局局长李国

峰说。
据了解，达里诺尔湖地区年均降雨量为

300 毫米，按年均降水量计算，年降水补给约
为 0 . 7 亿立方米，而达里诺尔湖区年蒸发量
为 2 . 475 亿立方米，远大于年降水补给量。

年降水补给量少，年河水补给量也不足。
达里诺尔湖属于内蒙古高原干旱区的封闭型
湖泊，主要靠周边的贡格尔河、沙里河、亮子
河、耗来河等四条入湖河流补给，其中，流程
最远、流量最大的入湖河是发源于大兴安岭
主峰黄岗峰的贡格尔河。

黄岗峰与达里诺尔湖之间的直线距离只
有 70 多公里，站在黄岗峰上，向西南遥望可
以看到达里诺尔的湖面。由于受到西风带的
影响，黄岗峰附近的降水量比达里诺尔要多
出一倍。那个曾经存在的超级达里诺尔，可
能就是从大兴安岭得到了巨量的水源补给，
而巨量水源应该来自那时覆盖着大兴安岭的
冰川。

如今，随着大兴安岭冰川融化，气候逐年
变暖，贡格尔河的水量已大不如前，其他 3 条
发源于浑善达克沙地的河水量更小。据克什
克腾旗水利局提供的情况，近 10 年来，四条
河流对达里诺尔湖的年补给量约 0 . 56 亿立
方米。

达里诺尔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刘
爱民介绍，这两年雨水好，贡格尔河河道里能
看见水，前几年都断流了。过去贡格尔河年
径流量是 6000 立方米左右，目前径流量只剩

2000 立方米左右。沙里河水量由过去年径
流量 2000 多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 900 多立
方米。亮子河、耗来河的年径流量也减少了
许多。

治理修复迫在眉睫

达里诺尔湖水面缩减、水位下降等生态
退化问题，已引起了克什克腾旗和赤峰市政
府的警惕与高度关注，两级政府和相关专家
认为，达里诺尔湖治理修复迫在眉睫。

为了尽快找到治理达里诺尔湖水生态恶
化的办法，赤峰市政府于 2017 年成立了达里
诺尔湖水生态资源保护与修复领导小组，邀
请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编制《达里
诺尔湖水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并下设三个
专题组对达里诺尔湖水质浮泥、水量、水生态
环境治理进行研究。

克什克腾旗副旗长宋达夫说，从目前研究
透露出的情况看，达里诺尔湖水生态修复与保
护主要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保护与治理，二
是生态补水。其中，保护与治理目前已经开始
推进，难的是生态补水，没有规划做不了。

业内人士认为，达里诺尔湖治理修复需
要旗、市、自治区、流域委员会和国家各层面
的共同努力，其中旗市以治理湖周边生态环
境为主要任务，自治区牵头制订实施《达里诺
尔湖水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国家和流域委
员会则应重点研究论证生态补水。

这个“大海一样的湖”恐不到 20 年就干枯
面积急剧缩减、注入水量成倍减少：内蒙古第二大湖治理修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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