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18 2021年5月27日 星期四

初心长留 看大美太湖

苏州引领太湖水环境治理新实践

保护水生态、提升水品质、做好水
文章，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探
索“生态友好型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的
切入口，为擦亮生态底色，示范区将串
起一条由苏州吴江、上海青浦、浙江嘉
善组成的“蓝色珠链”。三地多片湖、
港、荡、漾组成的“水链”以水为脉，不
断构建林田共生、城绿相依的自然格
局，为长三角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探索路径和提供示范。

作为“蓝色珠链”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苏州市吴江区积极做好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为展现魅力特质、擦亮生
态底色。吴江区结合“蓝色珠链”建
设，深入实施太浦河“蓝带计划”，推进
太浦河、淀山湖、元荡、汾湖“一河三
湖”周边及沿岸地区综合整治，打造

“水乡客厅”和“最美太湖岸线”。
眼下，太浦河畔的汾湖湾村正在

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村民都
没想过家门口还有生态公园，还可以
去太浦河边看看景色。”汾湖湾村村主
任凌晓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世纪
90年代初，汾湖湾村太浦河北侧有2
个船厂，附近还有不小面积的违章建
筑，工厂生产、违建住户带来的环境污
染问题日益严重，生产、生活中污水随
意排放，周边区域环境脏乱差，严重影
响河湖水质及岸线环境。现在，吴江
区汾湖高新区已根据河湖“两违”“四
乱”专项整治行动要求，结合“散乱污”
治理、淘汰落后产能等工作，积极落实
整治拆除，消除了污染源，有力促进太
浦河绿色生态廊道建设。

要环保还是保经济？对很多地方
而言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苏州
经济总量大、资源约束紧。近年来，苏
州把整治“散乱污”企业（作坊）作为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以环境
整治倒逼“散乱污”企业转型升级。整
治中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到整
治提升与依法关停相结合，坚决防范

“一刀切”，对能提升规范的，加以服务
引导，整治提升比例达到41%，形成
亮丽的“苏州样本”：累计整治5.35万

家，其中整治提升2.01万家、依法关
停3.34万家，腾出发展空间7.8万亩，其
中复耕复绿面积1.2万亩、重新利用6.6
万亩,不仅解决了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
河道黑臭、环境脏乱差、废气污染等突出
环境问题，促进环境质量再上台阶，还盘
活了土地资源，为高质量腾挪空间。

据监测站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太湖（苏州辖区）、阳澄湖湖体水质
总体为Ⅳ类，综合营养指数分别为
53.7、53.6，太湖同比下降 1.0，阳澄湖
同比上升3.4，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
太湖湖体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分别达到
Ⅱ类和Ⅰ类，总磷浓度为0.065mg/L，
保持Ⅳ类，总氮浓度为1.16mg/L，保
持Ⅳ类；主要入湖河流望虞河水质稳
定达到Ⅱ类，太湖实现连续十三年“安
全度夏”。

成效点击：

“十三五”以来，全市共实施太湖
流域重点项目 449 个，投资 226.9 亿
元，综合推进工业、城乡生活、农业农
村、船舶交通等污染治理。完成对太
湖岸线周边规定范围内的 1805 个排
污口全面排查工作。大力整治“散乱
污”企业，累计达到约5.4万家。严格
落实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
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
求，推进太湖流域重点工业行业及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69家。“十三五”以
来累计新建市政污水管网 1457.44 公
里，新增尾水湿地处理设施22座。累
计完成整治黑臭水体 932 条，实现基
本消除城镇建成区、农村黑臭水体整
治目标。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全
市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率和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均达到100%，
累计完成高标准池塘改造面积 19 万
亩。积极推行轮作休耕，累计休耕面
积90.67万亩，其中太湖一级保护区小
麦全面休耕。全市655家码头企业完
成污染物接收设施建设，并通过与第
三方签订协议形式，实现船舶污染物
有效转运处置。

乘势而上 加速融入
串起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蓝色珠链”

水波澹澹，湖风习习。初夏时
节，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西山岛南
端的消夏湾，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
验区重点项目——消夏湾湿地生
态安全缓冲区正在紧张施工。该
项目建成后将为太湖水环境保护
构建起三道绿色防线，助力打造太
湖生态岛。

今年3月1日，省“十四五”规
划《纲要》正式公布，作为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支持苏
州建设太湖生态岛”被纳入规划。
同一天，苏州市吴中区重磅发布《太
湖生态岛发展规划思路》，围绕“全
球可持续发展生态岛的中国样本”
愿景，为吴中金庭西山岛建成“太湖
生态岛”描绘出未来模样。

西山岛是全国淡水湖泊中面
积最大的岛，是太湖健康生态系统
维护的关键节点和生态屏障，也是
长三角核心区重要生态服务功能
的支撑地。2020年年底，立足于

“沪苏同城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大格局大背景，苏州提出要打响

“太湖生态岛”品牌，聚焦金庭镇区
域范围内西山岛等27个太湖岛屿
和水域，高标准打造低碳、美丽、富
裕、文明、和谐的太湖生态示范岛。
4月25日，江苏省苏州市第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苏州市太湖生态岛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提出将太湖生态岛建
设成为低碳、美丽、富裕、文明、和谐
的生态示范岛。这是苏州首次以立
法形式保护太湖岛屿的生态，在江
苏省内也是先例。

太湖生态岛的“主体”是吴中
区金庭西山岛，面积为90平方公
里，是全国淡水湖泊中面积最大的
岛，也是太湖健康生态系统维护的
关键节点和生态屏障，亦是长三角
核心区重要生态服务功能支撑地。
生态岛建设规划思路可以概括为

“一五八”：一个愿景：建设全球可持
续发展生态岛的中国样本；五个功
能定位：碧水青山萤舞果香的美丽
岛，永续循环节能韧性的低碳岛，生
态经济民生幸福的富足岛，绿色创
新技术引领的知识岛，地景天成情
感共鸣的艺术岛；八个行动策略：水
清洁为首要的环境提升、生物多样
性指引的生态恢复、自然农法支持
的绿色种养、零碳导向的生态镇村
建设、生态产业发展与富民、生态技
术研发示范应用推广、社区发展和
跨界服务的民生治理、生态全链条
运营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

据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苏州首次以立法形式保
护太湖岛屿生态具有历史意义，将
极大促进太湖生态岛生态保护和
绿色发展。

成效点击：

“十三五”以来，苏州全力推进
太湖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坚决
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碧水保卫战，
划定生态空间保护区域113块，总面
积为3257.97平方公里，其中国家级
生态保护红线1936.70平方公里，生
态空间保护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比
例为37.63%。推进苏州市生态涵养
发展实验区建设，加快建设环太湖生
态安全缓冲带。加强湿地保护力度，
扩大湿地资源监管范围，太湖、长江
等等 1515 处湿地纳入省级重要湿地名处湿地纳入省级重要湿地名
录录，，数量和面积均居全省第一数量和面积均居全省第一，，全市全市
重要湿地红线管控范围占自然湿地重要湿地红线管控范围占自然湿地
总面积从总面积从 8686%%增加到增加到 9393%%，，全省第全省第
一一。。在全国率先出台生态补偿地方在全国率先出台生态补偿地方
性法性法规，2010年以来全市财政累计
投入补偿资金93.2亿元。

打造苏州太湖生态岛
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生态岛中国样本

太湖水草、蓝藻、水稻秸秆甚
至河道淤泥，粉碎混合后，都通过
巨大的筒仓反应器，变成原料；餐
厨垃圾，通过发酵一体机和槽式
堆肥反应器，变成另一种原料，经
进一步加工就变成了珍贵的有机
肥。近日，记者在位于吴中区临
湖镇的环太湖有机废弃物处理利
用示范基地看到了将一车车有机
废弃物变废为宝的一幕。

在苏州市吴中区大缺港，每
天有20吨左右的水草被打捞上
岸。吴中区太湖水草专业打捞队
队长褚泉介绍说，一旦水草过多，
就会导致区域性的水流无法正常
流动。水草死亡腐败后，还可能
会造成区域性水域的发臭、发
黑。一边是大量难以处理的各类
水生植物和餐厨垃圾，而另一边，
是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
怎样既减少环境污染，又能实现
化肥减量呢？苏州的方案是，建
设环太湖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
用示范区，探索循环发展。

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座谈会，强调“要推进环
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
用，形成系列配套保障措施，为长
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提供
借鉴，为全国有机废弃物处理利
用作出示范”。国家将此项工作
列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内容，长三角一体化领
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环太湖地区
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区
建设方案》，明确工作内容。早在
2017年，苏州吴中区就围绕有机
资源循环利用与中农大有机循环
研究院签约，坚持以循环利用代
替污染治理，以资源再生代替处
理排放，力争实现整体环境整治
和节能减排目标，全力打造我国
有机资源循环利用领域重要的创
新研发和产业集群高地。2020
年，全国首个城乡有机废弃物处
理利用示范基地在吴中临湖镇落
地，投入试运行，该项目总投资
3700万元，设计日处理能力40

吨，主要是餐厨垃圾和太湖水草、
农作物秸秆、果树园林枝条等有
机废弃物，日产有机堆肥15吨左
右。目前，苏州又在东山、金庭推
动处理利用基地建设，为环太湖
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提供了
示范和经验。

“铁腕治太”，破解渔业污染
治理困局。截至目前，苏州完成
太湖 4.5 万亩围网养殖清拆和
7.78万亩养殖池塘改造。把围网
养殖清拆和养殖池塘改造作为提
升我市渔业转型升级水平的必要
之举，作为“铁腕治太”、更好保护

“母亲湖”的内在要求，涉及苏州
吴江、吴中、相城、高新区等4个
区、12个乡镇（街道）10000余户
养殖户，累计投入资金21.25亿
元，2019年一年之内全面清拆太
湖4.5万亩围网养殖、全面完成
太湖沿岸3公里范围内7.78万亩
养殖池塘整治（其中标准化改造
28468.15亩、清退49397.25亩），
形成了较为健康的生态养殖模
式，对有效控制湖体富营养化程
度、实现太湖控磷降氮目标、确保
太湖水质明显改善起到重要支撑
作用。

成效点击：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部（原环
保部）通报太湖问题整改，涉及苏
州的22个问题均已整改完成。太
湖4.5万亩围网全部拆除，太湖沿
岸3公里范围内7.78万亩池塘养
殖整治全面完成，其中整治 2.84
万亩，退养4.94万亩；持续推进环
太湖湿地建设，科学管护水草，东
太湖围网全部拆除后水生植被生
物量总体有所增加。组织开展水
源地整治专项督查，县级以上水
源地发现的20个隐患问题全部整
治到位。20个长江经济带问题已
完成整改18个、通过省级销号18
个。其中，国家曝光6个问题、省
级台账12个问题（省曝光6个问
题、国家长江委移交1个问题、举
一反三5个问题）全部通过省级销
号。剩余2个举一反三问题，分别
涉及常熟、太仓部分电厂煤堆场
改造，正在准备销号材料。1369
个市级“两违”（违法圈圩、违法建
设）专项整治任务完成率达到
97.5%，45个省级“三乱”（乱占、乱
建、乱排）整改已全部完成。

探索绿色循环发展
为全国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作出示范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跨界河流治水取得新突破，太浦河水质
稳定达到Ⅱ类，实现了为上海金泽、浙江嘉善安全供水向优质
供水的转变；聚焦金庭镇区域范围内西山岛等27个太湖岛屿
和水域，高标准打造低碳、美丽、富裕、文明、和谐的太湖生
态示范岛；先行先试建成全国首个环太湖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
示范基地……近年来，苏州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国家、省、市
“水十条”相关要求，积极推行河（湖）长制、断面长制，水
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成效，实现了太湖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同频共振，凸显了绿色发展的强劲动力。

太湖，是长三角的一颗明珠。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也是苏州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城市的起步之年，亦
是深化太湖水污染治理的攻坚之年。今年，苏州将以生态涵养
发展实验区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环太湖生态保护修复，大力
推进太湖金墅港、渔洋山水源地区域水生植被恢复试点工程，
全力打造长三角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样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