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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鹭鸶河流域进行污染防治，必须与
产业结构优化相结合，实现源头控污。与
此同时，环境的改善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发
展，推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互
转化。

岳西县调整农业发展思路，发展环
城、环山、环湖（环库）、环自然保护区有机
农业。县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使用有机肥
料，严格限制化肥、农药的投入量，有利于
改善土壤结构和水的渗透性。有数据显
示，2019 年岳西县化肥使用量较 2018 年
减少 332 吨，农药使用量减少 17 吨，从源
头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

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样促进了农业的
发展。近年来，由于农田灌溉水质的改
善，当地茭白品质有所提升。茭白价格由
原来的每斤一元至两元提高到 3 元至 4
元。仅此一项便使石关乡茭白产业年收
入增加 1200 万元。

鹭鸶河流域更直接的生态红利，来自

于越走越宽的生态旅游路。
近年来，岳西县利用独特的气候环境

和优越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养生、休闲、
度假产业。

伴随着鹭鸶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
项目的实施，当地生态环境面貌明显改
善，对游客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李叶龙是
石关乡本地人，原本在外经商，近年来家
乡的变化吸引他返乡开办了清溪行馆：

“生态环境这么好，游客一定少不了。”
石关乡党委书记储德林告诉记者，石

关乡优化当地产业，发展“候鸟式”养生避
暑旅游产业。全乡农家乐由此前的 43 家
增加到 152 家，客源从安庆、合肥扩展到
南京、上海等地，入住率明显提高，年收入
增 加 1308 万 元 ，户 均 年 收 入 达 12 万 元
以上。

“我们这儿生意好的时候，都订不上
房。”李叶龙开心地告诉记者，眉眼之间
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

倚靠二祖山，枕卧鹭鸶河，建筑设计独特，周边环境优美，安徽省安庆市岳西
县石关乡的民宿清溪行馆最近火了起来。

然而，谈及几年前的鹭鸶河，清溪行馆的老板李叶龙却直摇头：“虽说鹭鸶河
流域是岳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但那时村内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河边茭白
田对河流也有污染，流域内还时常有水土流失的情况。”

为了保障县城近10万居民的饮水安全，岳西县自2016年起实施鹭鸶河流
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坚持因地制宜施策、完善基础设施、产业环保并重，用4
年时间让鹭鸶河流域大变样。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安徽岳西用安徽岳西用44年时间实施鹭鸶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年时间实施鹭鸶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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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产业、人口、地形特点，精准施策

结合当地的地域特点精准施策，是
鹭鸶河生态治理的重中之重。

鹭鸶河流域农业发达。有数据显
示，其农田汇水区域总计 2847 亩，农业
面源污染威胁较大。岳西县生态环境分
局局长程卫华介绍，为了控制农业面源
污染，全县一方面在沿河农田集中区新
建 6000 多米生态沟渠，延长农田径流入
河时间；另一方面，建设总面积 5 万多平
方米的人工生态湿地，采用生态截留沟、
稳定塘、水平潜流湿地和表面流湿地等
工艺对污水进行过滤。

记者发现，水平潜流湿地主要采用
砾石过滤的方式对农业污水进行滤化；
表面流湿地的水面布满芦苇、荷花、灯芯
草、水葱、芡实等水生植物，以净化污水。

针对鹭鸶河沿岸的生活污水，岳西
县根据村落人口分布的集中度分类处
理：对于人口集中的村镇，当地建设土壤
净化槽污水处理系统，对生活污水进行
统一处理；流域内分散住户的生活污水，
随地势由高到低进入三格式化粪池，预
处理后就近排入茭白田，再进入人工湿
地系统进行处理。

此外，岳西山区具有山高坡陡、土质
疏松的特点。雨量充沛且集中时，鹭鸶
河流域极易出现水土流失。针对这种情
况，岳西县在鹭鸶河主干河道及其支流
新建谷坊 20 座，建设河道浆砌块石挡墙
护岸 7618 米，二级石笼护岸 5020 米，并
结合“海绵”理念布置河岸缓冲带 4577
米，起到调蓄和净化作用。

完善基础设施，解决污水横流问题

在鹭鸶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过程
中，当地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运用新
技术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改善入河水质。

岳西县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储建华
带记者来到一片空旷的土地。除了凸起
的土块，这片土地看起来并无异样。但
储建华告诉记者：“脚下这片土地暗藏玄
机。”

据介绍，这片土地下建有土壤净化
槽污水处理系统，引进国外专利技术，搭
建了配水系统、厌氧层、好氧层和集水系

统，利用生物滤料的吸附作用，对生活污
水进行处理。”

“这种低维护、低成本、高效率的农
村污水处理技术，能够对生活污水进行
深度处理，地埋式设计也不影响地面绿
化，与村庄整体环境相协调。”程卫华说。

记者了解到，鹭鸶河流域土壤净化
槽污水处理系统覆盖了毛尖山乡、石关
乡这两个乡镇的 6 个行政村。目前，共
建设这种污水处理系统 15 组，日处理生
活污水规模约 390 立方米，出水水质达

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旅游，实现“两山”转化

图为鹭鸶河边的表面流湿地，水面波光粼粼，几只野鸭在嬉戏。 温笑寒摄

本报讯 湖北省荆州市环委
会办公室近日召开中心城区餐
饮油烟污染整治推进会，通报
2020 年中心城区餐饮油烟专项
整治情况，讨论研究餐饮油烟在
线监测平台建设及净化设施清
洗维护实施方案，安排部署今年
餐饮油烟整治工作。

根据荆州市中心城区 PM2.5

来源解析，餐饮油烟对中心城区
PM2.5 及挥发性有机物的贡献率
仅次于工业源、尾气源及扬尘
源。油烟污染扰民问题成为信
访投诉的热点之一。截至 2020
年底，荆州市中心城区共计摸排
公共食堂、餐饮服务经营场所
2072 家，其中纳入整治范围的
有 458 家，已完成整改 432 家，完
成率为 94.3%。

据介绍，2021 年，荆州市将

紧盯问题，抓住关键，推动建设
中心城区餐饮油烟在线监测平
台，建立中心城区餐饮服务单位
油烟净化设施定期清洗维护制
度 ，着 力 补 齐 餐 饮 油 烟 整 治
短板。

为此，各地各有关单位将进
一步强化措施、细化方案，层层
抓好宣传引导，组织力量对辖区
范围内油烟排放情况再摸排、再
梳理、再分类，集中力量对餐饮
油烟污染严重的区域进行分类
整治，对不符合要求的餐饮单位
加大整改帮扶力度，确保油烟净
化设施正常运行，油烟达标排
放。荆州市环委会办公室将对
各地整改情况实施督导检查，对
不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
问责。

熊争妍 应臻

荆州着力补齐餐饮油烟整治短板
2020 年完成整改 432家，完成率为 94.3%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的青龙
污水处理厂近日正式挂牌投运。
其污水处理规模为2万吨/日。这
对改善杨兴河河底村考核断面
水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杨兴河是汾河太原段的一
条支流，发源于阳曲县杨兴乡，
流经大盂镇、黄寨镇、侯村乡，进
入尖草坪区阳曲镇、柴村镇，最
后汇入汾河。

“杨兴河水质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汾河太原段水质能否退出
劣Ⅴ类。”太原市生态环境局阳
曲分局局长闫文革说。

为此，阳曲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杨兴河治理工程，成立专
班 解 决 河 底 村 断 面 水 质 恶 化
问题。

阳曲县议定了 3 项主要措
施：一是协调太原龙投公司加快
新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进度；二是

推进沿河乡村生活污水纳管和
河道清洁整治；三是积极争取上
级支持，续建人工湿地二期工
程，进一步净化河道水质。通过
多措并举，自 2020 年 10 月起，成
效开始显现。河底村断面水质
稳定退出劣Ⅴ类，多数情况下为
Ⅳ类或Ⅲ类。

2021 年 ，河 底 村 断 面 将 由
省考断面上升为国考断面。为
持续改善水质，闫文革表示，阳
曲县将启动青龙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建设，力争年内完工，实
现日处理污水 4 万吨；对县城污
水管网雨污分流工作再加码，确
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进一步
加快人工湿地建设步伐，力争今
年 5 月底完工投用；同时，实施
河道保洁常态化，确保河底村断
面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标准，为实
现汾河流水潺潺、鱼翔浅底奠定
坚实基础。

杨兴河河底村断面水质退出劣V类
今年确保稳定达Ⅲ类标准

一级 B 排放标准。
同时，岳西县投资近 1200 万元在两

个乡镇建设污水处理厂 3 座。这些污水

处理厂采用“高负荷厌氧+微生态滤床”
的处理模式，处理规模均为 150 吨/日，有
效解决了污水横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