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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常州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全域生态
文明建设，全市环境质量呈现加快好转
态势，获得国家生态市、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等一批“国字号”荣誉。

一、抓结构调整，促产业绿色发展。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是解决污染问
题的根本之策。常州实施传统产业提升
与新兴产业跃升“双轮驱动”，推动产业
调高调优调轻调绿，加快构建自主可控
的现代产业体系。2019年，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比达48%，服务业增加值
比重达50%以上。“十三五”以来累计关
闭化工企业534家、电镀企业17家、印
染企业58家、地条钢企业12家，关停整
治“散乱污”企业7030家。连续7年开

展重大项目主题年活动，累计引进30亿
元或3亿美元重大项目超80个，形成经
济发展新动能。聚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
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加快打造高
端装备、绿色精品钢等2个两千亿级产
业，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等5个千亿级产业，轨道交通等3
个500亿级产业集群。常州智能制造装
备产业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获国家工业强基工程项目数16项、
全国地级市第一。

二、抓治污攻坚，促环境质量改善。
动员各方力量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
成效。一是抓重点、增蓝天。紧扣“四大
重点”，即PM2.5和臭氧等重点防控污
染因子，秋冬季和初春等重点时段，钢

铁、煤电、建材等重点行业，“散乱污”企
业、散煤、柴油货车、扬尘治理等重点领
域，大力实施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东
部热电整合、非法成品油整治、烟花爆竹
禁放等专项治气工程，实现PM2.5浓度
明显降低、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大气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2019年全市非电行
业规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量比2016年
减少23.2%。今年1-9月份，市区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6%，优良天数增
加40天。二是治源头、保碧水。坚持水
资源合理利用、水生态修复保护、水环境
治理改善“三水并重”，“控源截污、河道
清淤、点源治理、面源控制”多措并举，
2017 年以来完成治水工程 1887 项。
实施城市河道水质提升和城镇污水处
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333”行动，实施
主城区“畅流活水”工程。2019年“水十
条”断面优Ⅲ类比例比2016年提高41.5
个百分点，太湖治理连续12年实现“两
个确保”。三是控风险、护净土。建立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落实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销号管理办
法。加强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建设，危险
废物焚烧年处置能力达13.1万吨，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土壤环境质
量总体安全。

三、抓保护修复，促城乡宜居美丽。
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
和修复，加快建设宜居美丽明星城。一
是严守生态红线。统筹布局生产空间、
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严格实施“三线一
单”制度，确定各类生态空间保护区域
47块，占全市国土面积21.56%，自然湿
地保护率、林木覆盖率分别达 57%、
25.6%。二是护好“一江碧水”。编制
《长江经济带（常州沿江地区）生态优先
绿色转型发展规划》，争创国家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坚决破解“化工围
江”难题，今年将全面完成沿江1公里范
围内31家企业关停签约、1250亩腾退
覆绿任务。三是建设生态绿城。生态绿

城建设是常州多年打造的生态文明建设
和民生工作品牌，建成了一批群众乐享、
社会认可的休憩场所。溧阳“1号公路”
瓦屋山风情道获评“全国美丽乡村路”，
长荡湖湿地公园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四、抓制度创新，促治理效能提升。
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创新作为推进市
域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领域。一是推进责
任落实链条化。将生态环境指标纳入高
质量考核，加大考核权重。市委、市政府
成立生态文明建设、长江大保护推进、中
天钢铁转型升级等专班，严格落实失责
问责、终身追责制度，压紧压实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属地管理责
任。二是推进环境治理市场化。建立完
善生态补偿机制，深化环保信用评级、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改革，形成环境
有价、损害担责的社会氛围，以市场化机
制倒逼落后低效企业转型升级。三是推
进生态保护社会化。在全省率先出台“民
间河长实施意见”，动员企业家担任“河
长”，“企业河长”“党员河长”治水经验被
部、省推广。以“绿岛”建设试点为契机，
探索环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行机制，
帮助中小企业大幅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实
现保护和发展的共赢。今后还将在“散乱
污”综合治理等更多领域探索创新，真正
实现全社会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提
高人民群众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感。

坚持“四抓四促”，打造美丽江苏常州样板
常州市市长 陈金虎

“这里就是我的网箱，水质不错
吧！”10月4日，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
清水村养蟹能手俞三男开上小快艇，载
着记者来到他在湖中央的养蟹区，只见
一只四五两重的公蟹爬上围网，正待要
翻出去，却由于自重“噗通”掉下去了。
放眼望去，阳澄湖中湖一碧万顷，游轮、
渔监船往来穿梭，莲花岛上水鸟翻飞，
湖岸渔家乐若隐若现。

今年阳澄湖大闸蟹丰收，大规格蟹占
到七八成，螃蟹卖上了好价钱。然而包括
俞三男在内的2200户养殖户都是喜中有
忧，他们在湖区1.6万亩围网养蟹明年到
期，其后还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养。虽然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把包括湖区在内的
整个阳澄湖流域521平方公里划入了农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范围，但俞三男说，他
们这几年的养蟹经历表明，生态养蟹和
水质保护可以做到两全，而且阳澄湖已有
千年养蟹史，是江南渔捞文化的代表，可
不能在他们这代渔民手上“断掉”了。

吸纳10万人就业，
“一只蟹”牵动200亿元产业链

全长13公里长的苏州相城区澄林
路，把阳澄湖一分为二，路两旁是浩瀚
的西湖和中湖，和一片片掩映绿树丛中
的江南渔家，被称为苏州城伸向阳澄湖
的一条“美人腿”。记者10月4日中午
看到，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双节长假
加上湖蟹上市，“饕客”们又从上海、杭
州、苏州等城市涌来尝鲜了，阳澄湖再
度迎来旅游旺季。

“快请进，里面请！刚出水的大闸
蟹，公4（两）母3，蒸好百元一只。”记者
走进清水村“蟹蟹农庄”，女主人严春花
一脸笑着招待客人，主屋和厢房七八个
包间全告客满，院子里还摆了两桌，一
盘盘蒸得通红的螃蟹从蒸箱端出上
桌。厨房里小叔子帮厨，母亲刷碗，她
自己一边点菜一边端盘，走路带着小
跑。“长假这几天，每天开二三十桌，简
直累坏了，家里人都来帮忙了。”严春花
说，每年10月到12月大闸蟹上市期，是
渔家乐的旺季，游人吃好后外带，一天
要卖掉几百只。

记者一路看到，从清水村、洋沟溇
村到新泾村，澄林路两旁的水美乡村食
客盈门，村前屋后、停车场全都停满了
车，这一路5个村400多家渔家乐，进入
餐饮旺季。两边丛林里的乡间小路辟
出了多处临时蟹市，支起一排排帐篷，
很整齐也很热闹。号称“全球最美客运
站”的阳澄湖游客集散中心形如山丘泊
在湖岸，高大气派的邮轮满载游人，从

“山丘”驶向波光粼粼的中湖，前方苏州
工业园和相城区的城际线渐行渐近。

夜幕降临，澄林路两边渔家乐灯笼高
挂，阳澄湖度假酒店流光溢彩，“单间
1800元，节假日不打折的哇！”吧台服务
员笑盈盈地说，酒店399个房间，长假全
订掉了。

“长假阳澄湖度假区人气这么旺，
都是冲着一只蟹（大闸蟹）、一口湖（阳
澄湖）来的。”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协会
会长胡建国说，特定的水质加上繁育技
术成熟，今年大规格螃蟹居多，价格比
去年高了一两成，“公4.5 母 3.5”出水
价，也有六七十元一只。加上周边池塘
养殖，今年螃蟹产值预计达40多亿元。
围绕“一只蟹”，整个苏州市近10万人秋
季三个月从事旅游、餐饮、市场销售，产
值不会低于200亿元。阳澄湖大闸蟹协
会常务副会长顾敏杰说，长假前大闸蟹
网购火热，电商雇短工扎螃蟹两三角一
只，有夫妻俩2小时扎了500元，一天下
来挣了两三千元。

投入30亿元改造，
10万亩鱼塘“拷贝”阳澄湖养蟹

然而伴随阳澄湖大闸蟹的火爆，近
年来各界对阳澄湖水质的担忧，也一直
未有停息。“过去湖区大养蟹时代，的确
对水质造成了影响。”俞三男回忆，围网
养殖从90年代中期兴起，2000年前后
达到顶峰，湖区17.6万亩水面，围网养
殖达14.2万亩，犹如“天罗地网”。

“阳澄湖大闸蟹被称为清水大闸蟹，
高密度养殖必然导致大闸蟹品质有所下
降。”苏州市阳澄湖渔政监督支队钟卫东
支队长说，自2002年开始，阳澄湖进行
了三轮围网养殖压缩，尤其是阳澄湖作
为苏州第二饮用水源地之后，整治力度
尤其加大：2003年第一轮整治，围网养
殖从14.2万亩压缩到8.1万亩；2007年
底，从8.1万亩压缩至3.2万亩；2016年，
从3.2万亩压缩为如今的1.6万亩。

“现在，围网养殖不到阳澄湖面积
的1/10，船餐全部取缔，围网生态化养
殖加上沿岸污水整治、工业企业搬迁，
水质明显改善。”苏州市相城区生态环
境局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国考
阳澄湖心断面达到国家“水十条”Ⅳ类
水质考核要求。4个阳澄湖生态优化

“断面长”制湖体断面，高锰酸盐指数平
均浓度较去年下降6.8%，达到Ⅱ类水质
标准；氨氮、总氮平均浓度分别达到Ⅱ
类和Ⅳ类水质标准；总磷平均浓度较去
年下降45.1%，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围网压减让阳澄湖“轻装上阵”，湖
区大闸蟹产量随之下降，可市场上阳澄
湖大闸蟹供不应求，怎么办？苏州市把
目光投向湖区周边的湖塘沟汊，对阳澄
湖流域的鱼塘进行高标准改造。“这项
工作从2017年开始，到今年已改造7.33
万亩，全部改造后高标准池塘面积达10

万亩。”胡建国说，“高标准池塘”核心是
对蟹塘养殖尾水生态处理，达标后循环
养蟹，这项工程每亩投入近3万元，苏
州各级政府和企业为此要投入30亿
元，但这样既保证了蟹塘水质，又保护
了阳澄湖。

由于同处阳澄湖水系，采用同样的
蟹苗和养殖技术，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
把“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地
域保护范围从阳澄湖湖区113平方公
里，扩展至周边516平方公里。虽然蟹
塘完全“拷贝”湖区养蟹，但螃蟹防伪标
识上区别设立，湖蟹系红扣，塘蟹系绿
扣，让顾客“明明白白消费”。

力保“养蟹发源地”，
“生态养殖+智慧监控”护水质

既然“塘蟹”可以达到与“湖蟹”一
致的品质，何不干脆拆去湖区围网？“我
们不建议这样。”省绿色食品办主任徐
继东说，地标农产品除了独特的品种、
技术、品质外，还有独特的环境和文
化。如果作为起源地的湖区不产蟹了，

“文化之根”断掉了，阳澄湖大闸蟹无论
是在消费心理还是在品牌创建上，对
其都是沉重打击。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质监处处长秦
伟对此也极为赞同。“独特的地理环境
成就了阳澄湖大闸蟹的品质和文化。”
秦伟说，阳澄湖是长江下游第一座中型
湖泊，历史上螃蟹溯江入湖，这里是“第
一站”。湖泊南北长17公里，东西平均
宽8公里，水深1.5米—2米，周边广袤
的水稻田、多达92条支流，给螃蟹带来
丰富的适口的饵料。而且湖泊上游深、
下游浅、湾滩多，导致水流缓慢，阳光直
照湖底，水体清澄（故名阳澄湖），溶解
氧含量高，十分利于大闸蟹生长和育
肥。加之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
碱性，出产的大闸蟹体格健壮，肉质鲜
美，氨基酸、乳酸含量和甜味都属上乘。

史载阳澄湖地区产蟹已有4000年

历史，是吴文化中母系文化渔捞文化的
代表（父系文化为稻作文化）。秦伟考证
认为，阳澄湖大闸蟹奠定“国蟹”地位是
两宋之后。南宋偏安临安后，阳澄湖大
闸蟹取代北宋的胜芳蟹（产自白洋淀，
靠近北宋首都开封），成为都城贡品，受
到文人雅士青睐。明朝留下的阳澄湖
大闸蟹诗画作尤其多。近代以来更由
于江浙沪的市场环境，扬名全国和海外，
是中国三大古蟹唯一幸存的品种（另两
个是胜芳蟹和产自古丹阳的花津蟹）。

所以无论是赓续数千年的渔捞文
化，还是呵护我省极具号召力的地标农
产品，阳澄湖“湖养蟹”都不应简单化

“一禁了之”。“养殖带来的问题，还应通
过生态来解决。”俞三男说，螃蟹不同于
小龙虾，对水质要求极高，水质好，品质
才能好。湖区养蟹户们这么多年摸索，
探索出一整套生态养殖办法，每亩栽种
两吨半伊乐藻水草，投喂500公斤螺
蛳，既是螃蟹食料又净化水质。外围设
置两道围网，人工投放的饵料不会外
溢，即使螃蟹吃剩了，花鲢等滤食性鱼
类也吃，如此形成自我净化的生态闭
环，“每年3-6月，围网内水草长成‘水
下森林’，水比外湖清多了，我们能看到
螺蛳在湖底爬过的痕迹！”

为督导湖区生态化养殖，苏州市9
月下旬开通阳澄湖远程智慧平台，现场
设置高清探头，通过5G技术、人脸识
别系统，对围网养殖区实时监控，同时
渔政支队24小时现场检查。“今年7、8
月份，我们查获偷捕外湖用于净化水质
的螺蛳，嫌疑人捕捞量大，已进入起诉
程序。10月1日、2日，又抓获唯亭镇
两起违规投放冰鲜鱼，违规者开除出协
会3年，收缴防伪标牌。”钟卫东说，阳
澄湖沿湖干部群众，包括渔民自身，都
在喝阳澄湖的水，“我们比谁都更珍视
阳澄湖水质，相信我们，一定会守护好
这一湖清水！”

本报记者 顾巍钟 丁茜茜
本报通讯员 姚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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