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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千年治淮史千年治淮史 一跃迈千年一跃迈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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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是古代“四渎”江、河、淮、济之一（“四
渎”是古人概括的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淮河
流域地处我国东中部、南北气候过渡带，沃野千
里、气候温和，是传统农业生产基地。历史上，
这里经济富庶、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因而古语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
说。

然而淮河既有辉煌灿烂的一面，也有历经
苦难的一面。由于地处中原腹地，淮河流域自
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加之宋代黄河夺淮入
海，使这个繁荣富足的地方，水灾频发、兵荒马
乱，演变为我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区域之一。

解放以后，沿淮五省艰苦奋斗，治理淮河，
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

于历史的原因，淮河水患始终未能根除，加之淮
河流域地处沿淮五省边缘地带，经济布局上“边
沿化”，时至今日，不少地方还是“灾区、老区、
农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各省平均水平。
以安徽为例，淮河流域 8 市面积、人口分别占了
全省的51.1%、58.2%，GDP总量只占全省38%，
人均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65%。

“制约淮河流域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淮河
治理的滞后。”郑新立介绍，淮河是我国大江大
河中唯一欠缺有效控制性工程的河流，上游拦
蓄不足，中游行洪缓慢，下游出路不畅。为应对
洪水，中游淮河两岸设置了大面积行蓄洪区，影
响了地区建设发展。由于水灾频仍，历史上淮
河治理主要从防洪出发，较少考虑灌溉和航运，

更难顾及沿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
2015 年，淮河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组用 9 天时间
从源头桐柏县开车到出海口滨海县，在蓄洪区
召开座谈会，干部群众都对防洪负担苦不堪言。

根治水患、振兴淮河，是 1.46 亿淮河儿女一
直以来的期盼。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区域经济处
处长周金刚介绍，2010 年，国家发改委首次提
出了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这一历史性课题。
2012年，淮安、蚌埠、信阳、盐城等市共同委托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展研究。2016 年，国家
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把淮河生态经济
带纳入。2018年10月，国务院批复淮河生态经
济带发展规划，标志着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正
式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和实
施，掀开了淮河发展新的一页。

郑新立认为，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无论是
理念还是手法上，都跟过去有很大不同：第一
次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治淮，第一次部署五
个省联合治理，第一次把水利、交通、农业、流
通、旅游等部门整合起来，第一次从国家层面
制定全流域治理方案⋯⋯这么多的“第一次”，
核心是把淮河流域治理发展当做一个系统工
程，改变了过去各地各部门各自为战、条块分
割的局面。

根据规划，过去单纯以防汛为主的淮河治
理，将把防洪、灌溉、航运结合起来，打造我国新
的出海水道。通过实施航道整治与疏浚，升级
扩容船闸，提升蚌埠、徐州、济宁内河港口功能，

构建通江达海、铁水联运、港航配套的现代航运
体系。

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小冬介
绍，历史上淮河是直接流入大海的，由于黄河夺
淮，出海口逐渐堵塞，淮河主流改由洪泽湖、高
邮湖、邵伯湖入长江，少量河水仍由滨海县入
海。对淮河综合治理，分段蓄水，将形成千公里
河川式水库，不但使全流域大部分农田可灌溉，
还将大大提高河道的通航能力，建成我国第三
条黄金出海水道。

航运的改善，加之沿淮铁路、高速公路和集
疏运体系建设，将使沿淮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发
展坏境大大改善，形成我国中东部地区开放发
展新的战略支点。规划赋予淮河生态经济带四
个定位：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带、特色产业创

新发展带、新型城镇化示范带和中东部合作发
展先行区。

江苏地处淮河下游，苏中、苏北 8 市中，有 7
市属于淮河生态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的江
苏部分，既是我省发展的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
力所在。“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淮河
生态经济带江苏部分的建设。”省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在我省交通体系建设中，重中
之重是苏中、苏北的高铁建设，正在建设的徐宿
淮盐高铁、今年力争开工的宁淮高铁，都在淮河
生态经济带内，徐州陆港、连云港海港、淮安区
域性航空货运枢纽，将构成支撑该区域发展的

“铁三角”。在产业发展上，我省正统筹全省产
业布局优化调整，推动优质产业项目向苏北和
沿海地区转移。

从治理水患为主到全面可持续发展

按照按照《《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时间时间
表表””，，到到 20202020 年年，，淮河流域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淮河流域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
社会社会；；到到 20252025 年年，，淮河水道基本建成淮河水道基本建成，，现代化经现代化经
济体系初步形成济体系初步形成。。为此沿淮为此沿淮55省排定了省排定了2424项重项重
点建设任务点建设任务。。这在这在44月月2929日举行的市长会商上日举行的市长会商上
引起热烈反响引起热烈反响，，““合作合作”“”“共赢共赢”“”“生态生态””成为市长成为市长
们口中的高频词们口中的高频词。。

““淮河东流入海淮河东流入海，，盐城是入海口盐城是入海口。。””盐城市市盐城市市
长曹路宝激情展望长曹路宝激情展望，，淮河打造我国新的出海水淮河打造我国新的出海水
道道，，盐城港口地位突出盐城港口地位突出，，盐城成了淮河生态经济盐城成了淮河生态经济
带门户城市带门户城市，，将举全市之力建设滨海港工业园将举全市之力建设滨海港工业园
区区。。如今如今，，宝武集团宝武集团 20002000 万吨精品钢基地万吨精品钢基地、、中中
海油海油 LNGLNG 等大项目落户滨海工业园等大项目落户滨海工业园，，依托淮河依托淮河
水道水道，，面向安徽面向安徽、、河南等省建设油气储运基地河南等省建设油气储运基地。。

河南信阳到淮安直线距离并不很长河南信阳到淮安直线距离并不很长，，但常但常
务副市长王新会前来参加会议务副市长王新会前来参加会议，，途中竟耗时途中竟耗时66个个

多小时多小时。。他先乘火车到郑州他先乘火车到郑州，，再乘高铁到徐州再乘高铁到徐州，，
最后坐汽车赶到淮安最后坐汽车赶到淮安，，已是夜里一点半已是夜里一点半。。““同处同处
淮河之滨淮河之滨，，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熟悉，，是因为同是因为同
饮淮河水饮淮河水；；陌生陌生，，是因为交通不便是因为交通不便、、相见不易相见不易。。””

可见沿淮高铁和高速公路可见沿淮高铁和高速公路，，对淮河生态经对淮河生态经
济带多么重要济带多么重要。。规划中以信阳规划中以信阳、、阜阳阜阳、、驻马店驻马店、、
蚌埠蚌埠、、淮安等城市为枢纽淮安等城市为枢纽，，沿淮铁路将成为横贯沿淮铁路将成为横贯
东西的铁路大动脉东西的铁路大动脉、、我国第二条我国第二条““陇海线陇海线””。。蚌蚌
埠市市长王诚介绍埠市市长王诚介绍，，沿淮铁路亳蚌沿淮铁路亳蚌、、淮宿蚌淮宿蚌、、合合
新高铁力争年内开工新高铁力争年内开工，，蚌埠段沿淮高速公路部蚌埠段沿淮高速公路部
分控制性工程已经开工分控制性工程已经开工。。

20132013 年年 77 月月 3030 日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回复了国家发改委正式回复了
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等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等 1717 名全国人大代表关名全国人大代表关
于将淮河生态经济走廊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于将淮河生态经济走廊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的建议略的建议，，淮安由此成为淮河生态经济带淮安由此成为淮河生态经济带““首提首提
首推首推””城市城市，，同时又是运河城市同时又是运河城市。。两大名河交两大名河交

汇汇，，淮安格外注重水生态建设淮安格外注重水生态建设。。市长蔡丽新建市长蔡丽新建
议淮河流域城市共建绿色生态廊道议淮河流域城市共建绿色生态廊道，，探索跨流探索跨流
域水污染联防联控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域水污染联防联控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这一提议得到了蚌埠这一提议得到了蚌埠、、信阳信阳、、济宁等城市的济宁等城市的
积极响应积极响应。。王诚提议王诚提议，，淮河流域可以像浙皖之淮河流域可以像浙皖之
间的新安江那样间的新安江那样，，推行跨省生态补偿推行跨省生态补偿。。同为运同为运
河沿线城市河沿线城市，，济宁市市长石光亮建议建立跨区济宁市市长石光亮建议建立跨区
域环境监测机制域环境监测机制，，并呼吁枣庄并呼吁枣庄、、徐州徐州、、宿迁宿迁、、淮安淮安
等城市联手开发运河沿线全域旅游等城市联手开发运河沿线全域旅游。。

““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淮河是纽带淮河是纽带，，生态生态
是前提是前提。。””周金刚介绍周金刚介绍，，规划要求沿淮五省共同规划要求沿淮五省共同
编制产业转移指南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产业转移指南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积极积极
推进水权推进水权、、排污权排污权、、碳排放碳排放、、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建立流建立流
域市场化域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大河流域探索大河流域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巍钟顾巍钟

探索大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

4月29日，淮河流域苏、皖、豫、鲁、鄂5省省领导和29市的

市长们聚首淮安，共商淮河生态经济带振兴大计。这是去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后，淮河流域首

次举行的省际联席会议。

“这一规划的最大特点，是推动淮河从治水为主到全面可

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淮河生

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组组长郑新立说，千百年来淮河一

直以治理水患为主，较少考虑航运、产业和生态。《淮河生态经济

带发展规划》的批复，标志着淮河流域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帆影苍茫、千里扬波的淮河，开辟了一体布局、绿色发展的

“新航道”。

大河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流域治理和发
展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淮河生态经济带
上升为国家战略和首次省级联席会议召开，不仅是
淮河流域 1.46 亿人民的大喜事，同时也是我国区
域经济发展一件大事。

淮河是我国南北方的重要分界线，沟通东部和
中部地区的重要通道，淮河和京杭大运河相交。这
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矿产资源丰富，文化传承悠
久。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流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城镇化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欠账多。相对于沿淮 5
个省份的发达地区来说，淮河流域无论是交通条
件、经济发展，还是生态治理、群众生活，还存在较
大差距。

战略规划是对区域发展的最大支持。《淮河
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让淮河迎来了千
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过去处于沿淮省份“边沿区”
的淮河流域，自此站在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舞台中
央。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不仅将重现淮河流域
的历史荣光，而且将创造大河流域治理和发展的
光辉范例。

历史和未来在这里交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大
背景下，加快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对于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
展，有利于全流域综合治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探索大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有利于打造我
国新的出海水道，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
我国中东部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有利于相
关省份在目前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薄弱环节。

东中和南北在这里交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使淮河流域地处我国东西南北交融交汇
的战略要冲。淮河生态经济带东西向承接东部沿
海和中部内陆，南北向连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建设好淮河生态经济带，承载着这片 24.3 万平
方公里土地的美好发展愿景和亿万淮河儿女的美
好生活向往，不仅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东部地区优
化发展，拓展对内对外开放合作空间，还将改变这
一地区相对闭塞和欠发达状况，融入全国经济、世
界经济的大循环。

生态和经济在这里交融。建设淮河生态经济
带，淮河是纽带，生态是前提，生态经济是发展取
向。以流域水质改善为重点，标本兼治，建设沿淮
生态走廊，把这块历史上水系生态遭到破坏的地
方，恢复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本底，把淮河两岸的
绿水青山、沃野平畴变成金山银山，让这片为中国
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红色土地，变成我国经济发
展的新支撑带。

振兴淮河，亟需实现从治水为主到全面可持续
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树立统筹协调、全面系统的规
划建设理念：通过上游控制性工程、千里河川式水
库为基础，调蓄兼备，打造出海黄金水道；以构建现
代综合运输体系为保障，立体构筑，加速流域一体
化；以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优势特色产业为抓
手，打造经济升级版；以国家级绿色农产品和食品
基地为依托，稳产增产，确保粮食安全；以千里淮堤
为主线，打造淮河沿岸乡村旅游带，大力发展红色
旅游、水利旅游、湿地旅游。

发展跨省市生态经济带，协作协调是抓手和重
点。中央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
制的意见，明确要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
经济带等重点流域经济带上下游合作发展，建立健
全毗邻省市规划对接机制，协调解决地区间合作发
展重大问题。

君住河之尾君住河之尾，，我住河之头我住河之头。。淮河绵延一千公里淮河绵延一千公里，，
沿淮沿淮55省省2929市山水相连市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人文相亲。。共同的使命和共同的使命和
担当担当，，让大家走到一起来让大家走到一起来，，树立树立““一盘棋一盘棋””思维思维，，加强加强
战略协同战略协同，，建立协调机制建立协调机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
破解破解，，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推动落实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推动落实，，以真抓实干以真抓实干、、
久久为功的干劲久久为功的干劲，，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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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淮河流域
的历史荣光

洞察

淮安古淮河淮安古淮河

，，雨中的中国地理南北分界雨中的中国地理南北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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