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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底，市水务局发布文件，在
全市部分单位设立第一批“咸宁市水情教
育基地”，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向阳湖国
家湿地公园等5家单位入选。

“水生态文明试点建设，在于机制，在
于行动，更在于文化和理念。设立水情教
育基地，就是要增强公众水文化素养，促
进形成全民知水、节水、护水、亲水的良好
风尚和人水和谐的社会秩序。”刘中英说。

为了让水文化的理念深入人心，试点
期间，我市采取多种方式，着力提升全市
不同单位、组织和个人的水资源节约保护
与水生态文明意识水平。

——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
动，开展了“人人节水行动”、“亲水行动”、

“关爱水源地行动”等具有特色的各类主

题教育活动，全市所有新建水利工程上都
刻印“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标语，
做到宣传工作全覆盖，切实增强全社会的
水生态文明意识，让水生态文化理念走向
群众。

——深入开展环保知识进机关、进学
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五进”活
动。组织水情教育进机关活动，将水情教
育纳入各级各地党校和干部培训课程，以
相关典型案例教学为重点，牢固树立了

“以水定发展”的理念；开展了以“节约保
护水资源，大力建设水生态”为主题的企
业用水户座谈会，引导企业在生产全过程
贯彻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的理念，减
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促成企业环境与周
边环境融合，鼓励和帮助企业进行节水改

造。
——在全市范围开展公共机构节能

节水专项行动，普及水资源节约与保护的
公众意识，创造了良好的示范效应；组织
评选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全市进行了
节水型器具和新型节水技术的推广应用，
加强用水设备日常维护和管理，提倡使用
循环水。制定了全市节水型单位建设标
准，评选了一批市直公共机构节水型单
位，推动了全市各级公共机构卫生洁具、
食堂用水设施、空调冷却系统、老旧管网
和耗水设备等的节水改造，加强了用水管
理……

市水务局分管宣传工作的党组成员
程参平告诉记者，通过多种试点措施与宣
传，试点期末公众对“水生态文明市”创建

的认知度大幅提升，城区生活节水器具普
及率达到100%，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达
到100%，有效普及和推广了水资源节约
与保护、爱护水生生物等节水减污与生态
保护的理念，推广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

深入人心的水文化理念化成了一股
股强大的支撑力量，催生出一个个绿色的
生态行动。

2017年5月11日，在第一次全市规
委会审议的《咸宁市淦河流域综合治理整
治规划》提出：将淦河及其沿岸打造成为
城市中央滨水风光带、城市中轴生态文明
景观带、国际化的城中河改造典范。

“新的号角已经吹响，水生态文明建
设永远在路上。”刘中英坚定地说。

一种文化理念的水天一色

2013年7月31日，水利部批准咸宁
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第一批试点
市。4 年多来，咸宁市始终秉承人水和谐
的建设理念，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多
措并举，不断创新水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试点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可以说，种好国家试验田，咸宁交出
了自己的样本。

9月4日下午6时许，虽然天空下着
毛毛细雨，家住金泉湾附近的邓成峰准时
从家里出发，沿着淦河开始了他的健身之
旅。

傍晚沿淦河散步，邓成峰已经坚持
了6个年头，每天风雨无阻：“原来我每
天只在小区附近走上一小段，现在政府
把淦河建设得像花园一样，我的散步里
程就越来越长了，几乎要把温泉城区淦
河段走完，差不多好几公里呢。”

邓成峰所言非虚。得益于全国水生
态文明城市试点，作为咸宁母亲河的淦河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现了完美的转
身。

我市在全省率先启动了淦河水生态
保护与修复工程，政府累计投入淦河水生
态保护与修复、水环境治理资金达5亿

元，市区河道22km已基本得到治理。新
整治河道水上部份一律采用生态护坡技
术，城区河段已建4座橡胶坝，60%河段实
现生态蓄水。淦河双鹤桥段工程生态景
观工程还被建设部评为中国人居范例奖。

“今日的淦河，是‘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宜居、自然’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目标的一个缩影。”市水务局局长刘中英
自豪地说。

2013年7月31日，水利部批准咸宁
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第一批试点
市，试点期为2013年至2018年。《咸宁市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投资
295.29亿元（试点期257.98亿元）。

试点以来，我市已完成53个试点建
设项目、12个重点示范工程、35项试点指
标建设任务；初步构建了健康的水生态体

系、完备的水安全体系、严格的水管理体
系和先进的水文化体系，水生态文明建设
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护水、用水、管理和
意识文明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市水务局副局长徐学利介绍，水生态
文明试点建设工作，至少产生了三个效益：

——生态效益：通过实施水污染控制
工程，减少污水入河量，结合河湖水生态
修复工程，2016年全市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达到100%，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率达到8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达到 50%，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
80%；通过实施水源地保护与城乡饮用水
安全提升工程，保证城市公共生活供水末
梢水质达标率为99%；通过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的落实，减少用水总量的同
时，也减少了废污水排放量，全面提升了

区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实现了
水资源的节约与水环境的友好。

——社会效益：去年，全市水资源开
发利用、用水效率、水功能限制纳污“三条
红线”控制指标全面完成，在全省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我市位列全
省第2名，创建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
和示范。同时，居民水资源节约保护与水
生态文明意识大幅提高，水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深入人心。

——经济效益：通过水生态文明建
设，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开发了生态景
观资源，实施了地热资源管理体系建设，
促进生态旅游发展。同时，初步形成集

“防洪、供水、生态、环境安全”于一体的和
谐水域系统和良好的水生态格局，为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一条母亲之河的水秀山明

咸宁为什么能成为全国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第一批试点市？

刘中英的回答简洁有力：天时、地利、
人和的水到渠成。

天时，国家战略。水生态文明建设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部署，我市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
迅速启动申报，成为全国45个、全省2个
试点市之一。

地利，得天独厚。我市水系发达，水
量充沛，水资源禀赋优越。有陆水、金水、
富水三大长江一级支流，流域面积50平
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66条。有水库561
座，面积100亩以上的湖泊39个，面积1
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15个，其中斧头湖、
西凉湖分别是湖北省的第四大湖泊和第
五大湖泊。全市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80.12亿m3，地下水资源量21.24亿m3，
水资源总量82.59亿m3。全市水资源总
量占全省7.8%，位列全省第5位，武汉城
市圈第2位，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750m3，
高于全省及全国平均水平。

人和，九龙治水。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市委
书记丁小强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推进试点
工作规范、高效、有序开展。市长王远鹤
担任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建立了政府统一领导、部门联动协
调的工作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

市政府办公室发出通知，对试点建
设的总体布局、建设任务、工作要求进行
全面安排和部署。同时，各级各部门切
实履行职责，各县市区协同共进，市水
务、规划、住建、环保、国土、林业等部门

紧密配合，形成了共建水生态文明的强
大合力。

在市委市政府的顶层设计下，一系列
机制体制和措施办法陆续出台：

调整和优化责任考核体系。把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农村安全饮用水质达标率等指标纳
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
容，将县（市、区）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生
态环境指标从2013年的5项10分增加
到7项13分；

制定了《咸宁市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
态补偿办法（试行）》。将“水环境质量达
标率”纳入《咸宁市绩效管理和党政领导
班子及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之中，对各地河流跨界断面实行
水质目标考核管理；

拟定《咸宁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实施细
则》。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
建立倒查机制，对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
件，任期内环境质量明显恶化，不顾生态
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利用职权
干预、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依法依纪追
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监督机制。
拟定了《咸宁市环境保护“一票否决”暂行
办法》，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严格实行环
境保护政绩考核，市政府与相关部门签订
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将水资源节约保
护作为重点纳入责任目标管理，对未能完
成工作目标任务的部门和主要负责人、直
接责任人实行“一票否决”。

一个顶层设计的水到渠成

今年5月30日，是端午节。因围网
养殖暂停16年的龙舟赛在我市西凉湖
上，重新响起“咚咚”击鼓声。在嘉鱼县渡
普镇和咸安区向阳湖镇，两场激烈的龙舟
竞逐，引来沿湖村民和观众阵阵喝彩。

西凉湖是全省第五大湖泊、我市第一
大湖泊。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围网拦网
养殖后，湖面日益变窄，加之投肥养殖，致
使水质恶化，气味难闻。

去年7月，我市启动斧头湖、西凉湖
拆违工作，两湖沿岸的渔民洗脚上岸，17
万亩水面退渔还湖。

这是我市水生态文明试点建设的一
个缩影。

刘中英说：“不与水争，退水于湖，最
终实现人水和谐，是水生态文明试点建设
的咸宁特点。治水，不在水上，而是在岸

上。”
——大力推进生态水利工程建设：

2014至2016年，全市水利工程建设投入
空前。全市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完成投资
0.3979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3.46平
方公里；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累计投入
40.4亿元，建成各类水利工程7875处；全
市累计投入中小河流治理2.62亿元，开
展了10个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和4个中小
河流治理水系连通项目；全市拦河闸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1.06亿元。

——全力推进水环境保护工程建设：
投资3亿元，建成温泉、永安、长江产业园
三个污水处理厂，一期日处理总规模12万
吨；投资2.6亿元，实施配套管网改造72公
里；投资0.4亿元，改造城区污水管网9公
里；投资0.05亿元，启动了污水处理厂污

泥无害化处置工程建设；投入资金2亿元，
对全市30多家废污水排放企业进行了改
造整治；投入1.07亿元对城市周边83个村
庄进行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有序推进城乡供水工程建设：
我市重点推进的建设项目王英水库引
水工程，总设计规模20万m3/d，分两期
建设，其中，一期工程10万m3/d，总投
资约 3.52亿元,目前已全部完工，实现
向城区供水。此外，总投资5.93亿元的
通山黄荆口水库新建工程可研报告已
通过省水利厅审查，正在编制初步设计
报告。

“治水战役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是
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同时，也需要资金
投入作保障。”徐学利说。

为此，我市积极探索国家扶持、地方

为主、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资金
投入机制。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资金支
持，有效整合地方财政资金，积极吸引国
家政策性银行、国际金融组织、商业银行
和社会资金参与试点建设工作。

城区淦河融资19亿元，龙潭河融资3
亿元，嘉鱼三湖连江水系融资2亿元、崇
阳隽水河融资2亿元投入水生态文明建
设，规划总投资13亿元的咸宁市城市防
洪工程将积极申请国家开发银行项目融
资。市城投公司与中城建开元（北京）基
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咸宁（河背）
水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合作协议》，双方约
定投资业务额20亿元。在淦河水生态文
明建设中，引入社会民间资本碧桂园公
司、三江集团等已累计投入资金2亿多
元。

一场生态保护的水滴石穿

咸安贺胜桥镇

开展街道专项整治
本报讯 通讯员吴一凡报道：9月1日，贺胜桥镇组织

派出所、咸安区城乡管执法局贺胜分局、贺胜社区等相关
机构人员共计21人，对贺胜桥镇107国道两侧店外经营、
占道经营和杂物占道堆放等乱象进行了专项整治，以进一
步巩固提升贺胜桥镇城市品味和形象，给居民营造一个整
洁舒适的环境，

整治中，执法人员耐心向沿街门店店主宣传城市管理
相关规定，引导其自行整改，共同监督、维护镇容面貌；对
拒不整改、屡不听劝的门店和流动摊贩进行拍照取证，并
依法暂扣其经营工具及经营物品；累计宣传教育32余次，
规范门店11家，暂扣物品3车。

下一步，该镇将强化日常巡查力度，不定期组织开展
集中整治行动，确保乱象不反弹。

通城

大力奖励生态殡葬
本报讯 通讯员李依报道：4日，通城县又一例“生态

树葬”在四庄乡向家村顺利完成。此次树葬的是该村一名
卢姓老人，于9月3日晚去世。第二天，亲属将老人遗体运
往县殡仪馆进行火化，并于当天在县殡改办工作人员的陪
同下，顺利完成了“以树为家，花草为伴”的生态殡葬方式。

4日，逝者家属卢大简称，殡葬改革好，节约了土地，又
减少了开支，因此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摒弃传统安葬方
式，生态安葬了老人。

四庄乡向家村村干部刘建农介绍，“生态殡葬”也称
“绿色殡葬”，是一种以树代碑、骨灰直接葬入树下或草坪
中的新型葬法。它将亲人骨灰和着鲜花瓣与泥土葬于树
根四周、草坪之中，象征着生命长绿、精神永存,也符合人
们“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

据介绍，根据《通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县开展殡葬
改革的通告》，对骨灰树葬、花葬、草葬以及土葬遗体深埋
不留坟头等生态葬，每例奖励2000元，并建立统一的纪念
设施。

当日，老人树葬完成后，县殡改办工作人员对逝者亲
属卢大简送去2000元现金奖励。

嘉鱼“珍湖莲藕”

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
本报讯 通讯员雷平报道：近日，嘉鱼县“珍湖莲藕”

经国家质检总局专家组审查评定，通过了生态原产地保护
产品认证。

8月24至25日，国家质检总局专家一行，专程来到嘉
鱼县珍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看资料、实地查看等方
式，详细了解了“珍湖莲藕”的种植基地以及生长加工情
况。专家组一致认为，珍湖自然环境良好、无污染，气候、
土壤、水质等都符合原生态评定标准，具有保护价值。

据悉，其保护范围为陆溪镇珍湖，地理位置位于东经
113°39'—114°22'，北纬29°48'—30°19'之内的陆溪
镇属的珍湖宗地，宗地面积403.763公顷。

“珍湖莲藕”因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此拍摄声
名远扬。近年来，该县非常重视“珍湖莲藕”这一品牌，积极
向国家质检总局推荐，历时1年，“珍湖莲藕”各项检测指标
均符合国家质检总局关于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的要求。

据悉，“珍湖莲藕”由嘉鱼县珍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
发，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2016年初，“珍湖莲
藕”通过欧盟标准检测，作为湖北省政府礼品，成功出口香
港、美国等地。

赤壁新店镇

建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
本报讯 通讯员罗小民、贺炳红报道：近日，湖北圻兴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赤壁市新店镇政府签署协议，计
划投资1.25亿元在新店兴建一座大型的生态循环农业示
范园。

根据协议，湖北圻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在新店
流转土地5000亩，分三期建设一个集畜禽养殖园、生态农
业示范园、农业科普园、农产品工业园和休闲农业旅游线
于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该项目将以创新的发展
模式，打造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市民农庄”，加速推进生
态农业特色化、集约化和高效化发展之路。

今年来，新店镇政府结合镇情和资源优势，紧盯生态
农业和乡村旅游两大产业，聚焦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
作，大力开展精准招商，先后促成了多个生态农业和乡村
旅游重大项目落户。

通山大畈镇

安置点打造成绿色家园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阳雨晴报道：9月6日，通山大

畈镇白泥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欢声笑语，鞭炮齐鸣，一
排排整齐的安置房迎来了第一批入住户，安置户们带着日
用品，搬了被褥，兴高采烈地搬进新居，迎接崭新生活。

该镇是典型的库区老区镇，镇委镇政府把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作为脱贫攻坚的头等大事来抓，让老百姓搬得出、
稳得住，有发展，有后劲。该镇把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文
明建设结合起来,依托富水湖开发旅游，努力把迁入地打
造成生态旅游景区,建好群众的绿色美好家园。

同时，该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坚持设施齐全、产业配
套、安居乐业原则，把产业配套作为易地扶贫搬迁过程重
中之重，按照长短结合、以短养长、以长带短的思路，主推

“龙头带动、挂靠帮带、乡村旅游、能人引领、电商扶贫等产
业帮扶模式”，让贫困户易家又立业。

据悉，该镇共有226户686人，通过易地搬迁，住进了
新家园。“在别人家借住了几年，今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
子，真是开心。”大畈镇下杨村60岁的徐建萍老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