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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电
（记者刘发为）记者
从 生 态 环 境 部 获
悉，2021 年美丽河
湖、美丽海湾优秀
案例近日发布。

其中，美丽河
湖优秀案例共有 9
处，分别是山东马
踏湖、安徽新安江

（黄山段）、北京密
云水库、内蒙古哈
拉 哈 河 （阿 尔 山
段）、四川邛海、浙
江下渚湖、泸沽湖

（云南部分）、福建
霍童溪 （蕉城段）、
浙江浦阳江 （浦江
段），另有 9 处提名
案例包括河南淇河

（鹤壁段）、山东日
照 水 库 、 广 西 漓
江 、 广 东 茅 洲 河 、
天津海河 （河北区
段）、陕西汉江 （汉
中段）、宁夏沙湖、
甘肃石羊河 （武威
段）、 浙 江 马 金 溪

（开化段）。
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共4处，分别是青岛灵

山湾、秦皇岛湾北戴河段、盐城东台条子泥
岸段、汕头青澳湾，另有4处提名案例，分别
是福州滨海新城岸段、深圳大鹏湾、温州洞
头诸湾、大连金石滩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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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年前，老子说：“上善若水，水
利万物而不争。”自古以来，水一直是中国文
化中的重要符号，对清水的向往与喜爱根植
于每个人的心中。

就在前不久，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1年
度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优秀案例，首批评出
的优秀案例，每一处都是水弹奏的乐章。

美丽中国的生动注脚

“海湾是中国近岸最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
之一，是经济发展的高地、生态保护的重
地、亲海戏水的胜地。中国面积大于10平方
公里的主要海湾约150个，其岸线长度约占
大陆岸线总长度的57%。因承载近岸人类开
发和排污压力最为集中，海湾生态环境问题
十分突出，成为制约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的关键。抓住海湾就是抓住了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治理的‘牛鼻子’，也就抓住了建设
美丽海洋的关键所在。”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
环境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的灵山
湾，海域面积60平方公里，环抱北方第一高
岛——灵山岛。历经多年精雕细琢，灵山湾
蜕变为“水清、滩净、湾美、岛秀”的美丽
海湾，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三赢”，
建成国家AAAA级景区——城市阳台，成为
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和市民的“第一
会客厅”。

近年来，灵山湾投资11.5亿元实施蓝湾
整治，海湾自然风貌重现，投资9亿元对7条
入湾河流40余公里河道进行治理，水质全部
达标，沿湾污水收集处理率100%，完成入海
排污口整治，海域优良水质面积连续三年
100%，湾内鱼鸥成群，生机盎然，海湾碳汇
能力显著提升。

灵山湾入选全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也
得益于“湾长制”的推行。2017年，青岛在
全国率先推行“湾长制”，每月通报巡湾情
况，不仅如此，还实行“湾长+检察长”等
工作机制，实施“片区+网格”管理。同
时，灵山湾成立了全国首个由渔民自发组成
的民间海洋环保组织，人人争做“海卫士”，
爱海护海蔚然成风，全国首个智慧海洋管理
平台也在此建成，织就了一张沿湾综合管控

“蓝色天网”。
近海亲海、人海和谐，“车行观海、骑行

慢道、亲水步道、观景平台、休憩驿站、
视觉通廊”等尽显灵山湾的人文与自然双魅
力，灵山湾成为青岛的蓝色生态名片，带动
世界博览城等百亿级项目入驻，成为发展绿
色经济的新支点。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丽河湖，水清

滩净、岸绿湾美、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
丽海湾，不光是美景，也是大家身边的优质
生态产品，是建设美丽中国好经验、好做法
的集中体现。”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推进美丽
河湖、美丽海湾的保护与建设，涌现了一批
具有全国示范价值的优秀案例。”

特色鲜明的地方实践

“首批 18 个美丽河湖案例各具特色，但
都是河湖水生态系统良好、水环境优美，体
现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流域要素统
筹推进、系统治理的思路，具备在全国立得
住的好经验、好做法，满足成效好、能持
续、可复制的要求。”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
司相关负责人说。

作为高原湖泊，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中的
邛海，便是特色鲜明，它不仅是四川省第二
大天然淡水湖，也是西昌乃至全凉山彝族自
治州人民的“母亲湖”，既调节西昌区域小气
候，又是城市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20世纪60至90年代，由于围海造田、填
海造塘、餐饮住宿等无序发展，近 2/3 的邛
海湖滨湿地遭到严重破坏，滩涂和原生湿地
基本消失，水鸟和本土物种减少，邛海湿地
生态功能日趋降低，水质从Ⅱ类降至Ⅲ类及
以下，当地饮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如何才能让城市发展与邛海生态保护协
同共生？“修复一片湿地，救活一个湖，造福
一方百姓”的治理理念，逐渐成为西昌人民
的共识。

1997 年，《凉山彝族自治州邛海保护条
例》出炉，为依法治湖和保护邛海流域生态
环境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有了法律支撑，退人、退房、退田、退
塘，还湖、还水、还湿地的“四退三还”工
程在邛海如火如荼展开，天保工程人工造
林、退耕还林、邛海周边生态修复各类造林
项目也接连启动，截至2021年11月，邛海累
计实施人工造林11.816万亩。

在一系列治理措施的作用下，邛海水域
及湿地面积从2006年不足27平方公里恢复到
34平方公里，整个邛海的35公里湖滨带得到
修复，环湖林草覆盖率达到92%，为多样生
物的栖息繁衍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近年来湿
地内共有维管植物498种、鸟类210种，其中
2021 年新增鸟类 15 种。在生态向好的情况
下，邛海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有效保障了周
边居民的饮水安全。

水质越来越好的邛海成了远近闻名的景
区，游客纷至沓来，西昌市也因此形成了
山、水、城相依相连的景观格局，城市宛如
行走在山水之间，将独特的高原湖泊景观资
源融合发展为优势生态旅游资源，探索出一
条高原湖泊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
态之路。

发挥榜样的力量

综观这26个优秀案例可以发现：山东马
踏湖，浙江下渚湖、浦阳江 （浦江段） 等案
例，通过实施流域“治保用”系统治理、五
水共治等措施，实现水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
善；安徽新安江（黄山段）、内蒙古哈拉哈河
（阿尔山段）、北京密云水库、四川邛海、福
建霍童溪（蕉城段）、泸沽湖（云南部分）等
案例，注重立法保障、空间管控、流域协
作、生态补偿、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长
效机制建设，水质稳定保持为优良；青岛灵
山湾、秦皇岛湾北戴河段等案例，强化陆海
统筹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
治理，多措并举，提升海湾生态环境质量；
盐城东台条子泥岸段、汕头青澳湾等案例，
采取立法保护、网格化监管、公众参与、智

慧化监管、科普宣传等保护监管措施，从严
保护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

可以说，每一个优秀案例中都如同一个
榜样，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供借鉴。

哈拉哈河是中蒙国际界河，也是呼伦湖
两大源头之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
市。历史上，阿尔山市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
而建，但由于环保意识淡薄、保护机制不健
全、过度采伐导致流域森林覆盖率急剧下
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无序采石挖沙导致
哈拉哈河湿地及岸线破坏严重，生态空间被
挤占，河道自净能力与河湖生物完整性持续
变差。

在生态危机面前，阿尔山市开始转变发
展方向，确立了“生态立市”的绿色发展理
念，按照“水源涵养恢复+河流廊道修复+环
境综合整治+生态产业反哺”的思路，实施
了一系列流域修复治理工程，不断促进流域
生态价值转化。

阿尔山市于 2002 年开始实施禁牧退耕，
2012 年林区实行禁伐，流域实施天保工程
600 万亩，公益林管护、封山育林、植树造
林85万亩，水土流失治理10万亩，建立了樟
子松封育管理区。阿尔山市结合河长制，将
哈拉哈河的治理纳入全市的生态系统治理之
中，经过多年持续努力，哈拉哈河流域生态
系统全面恢复，水源涵养能力稳步提升，生
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人水和谐景观全域
显现。

哈拉哈河这条国界河流、口岸河流从因
生态优良而兴起到资源枯竭而衰落，再到成
为“一带一路国际健康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转化的过程，既是以河湖治理为重点的生态
环境保护，助力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生动案
例，也为国界河流打造品牌价值、塑造国际
形象，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提供了
借鉴参考。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聚焦各地美丽河
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的突出问题、主要
做法、治理成效、经验启示，宣传推广成效
好、能持续、可复制的好经验好做法，组织
开展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实地调
研，充分发挥基层创新生动鲜活的榜样作
用，推动形成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有机结合
的工作体系，把我国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
护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生态环境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上图：山东省青岛市灵山湾风光。
丁立斌摄

左图：泸沽湖里格半岛景色。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下图：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通过
大整治、大保护，让新安江尽显山环水绕的
返璞归真之感。 郑 宏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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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美丽 海湾争俏
本报记者 刘发为

人们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气，有
海的地方就有力量。千百年来，人们从江
河湖泊中取水用水、浣纱洗衣，向海洋深
处打捞渔获、勘探资源，河湖海湾的生态
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守护清水
绿岸，留住净滩美湾，不仅能维持良好的
生态环境，也能为人们提供亲水近海的活

动空间，感受地球家园中的流动之美。
诚然，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使人心向

往之，但水生态、海洋生态环境方面的治
理保护却刻不容缓。河流断流改道、湖泊
面积萎缩、水体黑臭等水生态环境问题曾
普遍存在于内陆水域，受到污染的江河水
流汇入大海更进一步加剧了海洋污染。与

之相应的，是肆虐蔓延的水华赤潮、屡见
不鲜的沿岸垃圾和难觅踪迹的鱼类鸟类。

因此，系统解决河湖海湾的生态环境
问题，恢复并保持局部水体的生态平衡，
需要久久为功，综合治理。

污染在河里，根子在岸上。精准治理
河湖污染，需要水岸同治。在浙江湖州，
下渚湖曾因过度水产养殖、禽畜养殖污水
直排等污染问题，成为臭气熏天的“垃圾
湖”。为恢复昔日原生态的湖泊风貌，当
地打出截污、清疏、修复与管护的“组合
拳”。在岸上，从源头处截留养殖污水，
创造了池坝结合的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模
式；在水下，针对湖区和环湖主要河流清
淤疏浚，并建设了10万平方米的“水下森
林”，加速水生态健康恢复。如今，“垃圾
湖”已恢复了清秀的模样，还吸引了朱鹮
等珍稀鸟类在湖边湿地自然繁衍。

修复受污染的河湖水体固然对海洋生
态有所助益，但要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仍需解好“水动力”这道必答题。
海岸沿线持续稳定的水动力，是为海洋生
物提供适宜生长环境的重要条件，人类活
动所需的围海设施时常成为水动力的障
碍。如何有效恢复海岸沿线水动力？一批

“美丽海湾”示范地区给出了答案。
在丹东大鹿岛，原有码头由重力式改

造为透水式，促进滩涂贝类的生长；在三
亚小东海，游艇码头栈桥和海上餐厅平台
被完全拆除，为珊瑚移植与修复创造良好
条件；在黄河入海口垦利段，当地政府拆
除了影响水动力的围海养殖池塘，进行潮
沟联通，对修复海域进行微地形改造，减
缓潮汐流速，便于海洋生物产卵。

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的建设往往还能
带动“美丽经济”的发展。做好减污降排
的“减法”和生态修复的“加法”，有利
于实现产业转型、生态旅游的“乘法”。
新安江渔民退船上岸，拆除养殖网箱，减
少了渔业污染，探索山泉流水养鱼的生态
养殖产业，综合产值约4亿元，走上“草
鱼变金鱼”的致富路；青岛灵山湾通过河
海共治、增加绿化等方式让沿海生态返璞
归真，打造骑行慢道、亲水步道、观景平
台等要素构成的“慢行系统”，每年接待
游客200多万人次，更吸引了影视产业的
百亿级项目入驻。事实证明，实现人水和
谐、人海亲昵，能让居民切实感受到生态
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其实，要让河湖海湾“朱颜不改”，
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做到长效监
管不缺席、治理水平再提升，“渚清沙白
鸟飞回”的美丽图景才能长留于神州大
地。未来，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助力水
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韧性的提升，让
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常伴左右。

左图：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蓝
天碧海，湿地斑斓，麋鹿撒欢。

孙家录摄（人民图片）

河湖海湾 长治久美
朱金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