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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芬芳惹人醉。眼下，由安徽省
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
网信办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春游江淮请
您来”百家媒体旅游推介活动正火热开
展中。春游江淮大地，七彩诗城马鞍山
当然不能错过。随着马鞍山市疫情防控
持续稳定向好，多个旅游景区相继开园
迎客，美如画的乡村游、涨知识的研学游
向南京以及长三角的邻居们发出春天的
邀约。

马鞍山，横跨长江、接壤南京，素有
“金陵屏障、建康锁钥”的美誉。近年来，
马鞍山市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
略机遇，围绕“生态福地、智造名城”城市
定位，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先后
推出“诗歌之旅”“课本上的马鞍山”“七
彩乡云”等文旅品牌，着力打造成面向长
三角、南京都市圈的江南文化特色旅游
目的地。

去漕运古镇尝百年老字号美食、在
桃花村里的“倒置屋”感受颠倒的世界、
到当涂县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体验玻璃
滑道⋯⋯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马鞍
山近郊藏有的一些“网红打卡点”圈粉无
数，迎来了乡村旅游小高峰。

乡村旅游已成为马鞍山乡村振兴
的重要突破口。马鞍山市文化和旅游局
党委书记、局长胡支农介绍，近期马鞍山
积极整合各县区的文旅资源，创新发展
方式，策划并推出七条不同的乡村主题
旅游精品线路，构成了“红橙黄绿青蓝
紫”的“七彩乡云”精品游。“橙色之旅你
可以置身圣地、探古访幽，金色之旅你可
以游民俗文化、享运动休闲。每条线路
均包含的‘一景一村一美食’，形成了串
点成线、连片成带、集群成圈的乡村旅游
发展新格局。”

面对即将到来的加长版“五一”小长
假，胡支农表示，会在现有线路的基础
上，继续着重打包推广乡村游、度假游。
同时，瞄准开发年轻人喜欢的运动类、探
险类等新颖旅游线路，助力疫情后马鞍
山旅游市场振兴，拉动文旅消费。

宁马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
相融、文化相通，南京游客一直是马鞍山
旅游市场的“主力军”。因此近年来，马
鞍山更是紧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战略机遇，与南京频频互动。

“新年伊始，我们就来南京举办了推
介会，为南京市民端上了数道旅游‘硬
菜’。”胡支农告诉记者，2020年，马鞍山市
文旅局面向南京市民推出“免费乘高铁，
畅游马鞍山”活动，售价仅100元的旅游
年卡可畅游八大景区，还能减免31元高
铁票；马鞍山还为在宁高校的80多万师
生定制了“‘课本上的马鞍山’走进南京高
校”研学活动套餐，师生可以足不出户了
解历史文化名城马鞍山，还可以抬脚就
走，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研学旅行。

胡支农表示，未来马鞍山市文旅局
将立足南京都市圈，加快融入长三角。“为
南京市民开出的2020旅游优惠政策将外
延至整个长三角，方便更多长三角区域的
游客前往马鞍山休闲度假、研学旅行，做
好长三角宜居宜游的‘后花园’。”

赵 冉/文 马鞍山市文旅局供图

立足南京都市圈打造长三角“后花园”

马鞍山向您发出
“春天的邀约”

下好“一盘棋”保护“母亲河”
—— 长三角答好长江大保护“联考卷”

3 月底，南京幕燕滨江风光带“樱
花大道”亮相，这里曾是烟囱林立的“化
工之乡”；在安徽芜湖，今年鸠江区长江
沿线及青弋江沿线将完成1200亩复绿
造林；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消失多
年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重现
崇明东滩⋯⋯从皖江、扬子江到长江
口，生态环境整治成效喜事频传。

近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公布，至
此，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上海均已出
台长三角一体化的具体实施方案。翻
看各地方案，长江大保护不分边界，长
三角正携手探索，共护一江清水。

修复生态，母亲河“气色”越来越好

3 月 10 日傍晚，南京滨江外滩江
面上出现成群江豚戏水。不少市民拿
出手机，争相拍摄。在江边绿道健走骑
行，在观景平台拍摄江豚戏水，已成为
南京市民的一项休闲活动。目前，全国
唯一在主城区附近的江豚保护区设在
这里，南京人为此搬迁取缔了主城区长
江岸线的小化工、小造船以及砂石码
头，建成了长60公里的滨江风光带。

长三角以全国 2.14%的土地，承载
11.7%的人口，产出 20%的 GDP，长江
贯通安徽、江苏和上海，推动了长三角
区域经济发展。近年来，“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深入人心，沿江各地启动
生态修复，激发母亲河生机活力，生态
环境发生可喜改善——

近日，在长江马鞍山段陈家圩砂厂
地块，工人们正在抓紧补绿复绿。你可
能想象不到，这里原有非法码头、砂场、
船厂、水泥厂等各类企业31家，违法建
筑 190 多处。如今，通过关停江边“散
乱污”企业、依法拆除违法建筑、对江岸
造林复绿等措施，该地块旧貌换新颜。

长江陈家圩段，只是马鞍山今年绿
化长江岸线工作的一部分。今年，马鞍
山计划人工造林 1.35 万亩，以进一步
推进长江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在马鞍
山市薛家洼生态游园，记者看到，观澜
栈道工程已全面复工，紧挨着薛家洼游
园的滨江生态湿地，二期工程也已全面
复工。建成后，将形成总面积逾 3000
亩的生态湿地风貌。

从“钢铁之都”到“生态福地”，马鞍
山正发生华丽蜕变。数据显示：近5年
来，马鞍山市 GDP 年均增长 8.6%，高
质量发展考核居安徽前列；长江马鞍山
全段达到二类水标准，绿色生活指数居
安徽第一。

上海崇明岛是全球候鸟迁徙的一
处至关重要的“加油站”。但 2002 年
后，崇明东滩一度面临生态危机。为防
浪消浪、保滩促淤，引入的互花米草在
崇明岛东滩快速蔓延开来。由于互花
米草根系庞大，使得为候鸟提供食物的
芦苇、海三棱藨草等本土植物无法生长
和生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总投资
11.6 亿元的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
2013 年开工。截至 2019 年底，在项目
实施的约 24.2 平方公里内，互花米草
控制率达 95%以上，修复后的湿地生
境面貌初步呈现。

协同治理，共护“一江清水”

守护长江，江苏勇担使命。我省提
出，涉及长江的一切工作必须服务于生
态这个前提，治理污染不讲条件，严控空
间不让分毫，修复生态不打折扣。2019
年，全省共完成关闭退出化工生产企业
735家。国省考断面和主要入江支流首
次全部消劣，长江江苏段水质为优。

“作为长江江苏段‘最上游’和省会
城市，能不能守护好长江，不仅关系南
京自身，更关系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
展。南京创新采用‘1+5’工作机制，由
市发改委牵头，会同绿化园林、生态环
保、水务、交通运输等部门成立领导小

组，按照 18 项特色工作清单明确责任
分工，通过长江大保护，倒逼各地走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南京市发改
委长江经济带发展处副处长王李健介
绍，去年以来，南京自加压力、负重前
行，在全国率先出台并实施《南京市长
江岸线保护办法》《南京市滨江生态环
境保护要点》和《南京市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致力把长江南
京段打造成为绿色生态带、转型发展
带、人文景观带、严管示范带。目前，长
江南京段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70%，绿
色生态滨江岸线正在回归。

同守“一江清水”，离不开水环境协
同治理。2016年，根据中央部署，组建
由苏浙沪皖和原环保部等12个部委组
成的长三角区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小组，
迄今已召开五次水污染防治协作小组
工作会议。在这一框架下，三省一市积
极探索多层次、多形式的协作工作。

去年，南通市政府和上海市崇明区
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将共同编制实施《东平—海永—启隆城
镇圈协同规划》，共同建设长江口生态
保护战略协同区。“上海建设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离不开长江北岸的南通共同
推进大保护。”江苏省政府参事、江苏长
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说，共抓大
保护，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长三角理
应率先发力，让长江成为全国生态发展
的样板与典型。

共建美丽绿色长三角，落实跨流域
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关键。“水质不
达标,上游补偿给下游；水质达标了,下
游补偿给上游。”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水
生态环境处处长潘羽忠介绍，我省与安
徽在长江流域滁河陈浅断面实施跨省
横向补偿机制。去年，陈浅断面上游来
水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我省将给上游
的安徽补偿2000万元。

共抓“大保护”，诸多领域有待突破

守护一江清水，离不开上下游协

作。去年底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长三角要推
进环境协同防治，共同制定长江联保专
项治理方案，开展废水循环利用和污染
物集中处理，建立长江跨省联防联控机
制，全面加强水污染治理协作,在长江
流域开展污染赔偿机制试点。

“守护绿色长三角，联手保护长江，
大家的目标是相同的。但上下游发展
阶段不一样，保护措施也不尽相同。”潘
羽忠说，打赢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需
要统一环境准入标准、建立协调机制。
去年底，长江保护法草案已提请审议，
其中明确提出了 10 年禁渔、生态修复
等内容。

“长三角共抓‘大保护’，目前还有
不少领域有待突破。”成长春认为，在
制度建设方面，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配套制度还不完
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在执法层面，
区域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非常明
显，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意愿不强；此
外，多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增加
了协同难度。

成长春说，长三角协同守护长江，
一是要促进协同决策，以“一盘棋”思维
统筹谋划长三角地区上下游、左右岸协
同发展，制定综合性的区域生态环境相
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在此基础上，推行
流域内各行政区域共同协商决策；二是
创新协同执法模式，开展联合巡查、专
项检查以及联合监测、应急联动等行
动，建立流域协同信息平台，形成联合
执法的长效机制；三是合力打造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实现长三角地
区产业升级的同时保持区域内生态环
境和谐，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物
理湖泊与水文研究室研究员胡维平建
议，设立长江生态修复基金，发挥政府
资金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实
现市场化运作。 本报记者 许海燕

本报通讯员 赵 冉

“追击！”“放艇！”茫茫大海上，一个
小黑点慢慢在靠近⋯⋯4 月 15 日，沪
苏浙两省一市出动公安、海事、海监、渔
政 20 多艘执法船艇和 10 艘辅助船，在
长江口水域开展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
动，现场抓获三艘非法捕捞船，清理违
法违规网具多顶。

长江入海这个巨大的喇叭口，南北
长达300公里，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
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长江
办”）赵依民副主任及相关领导、上海市
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胡凯南副总队长、
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王新勇总队长、浙
江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王益风副总
队长，坐镇指挥船，参加长江口两省一
市专项执法行动作战，打通长江水生生
物洄游通道。

现场执法堪比影视大片

记者跟随长江办中国渔政 001 指
挥船，执法艇如离弦的箭一般，射向海
面远处的偷捕渔船。“近了！靠近了！”
3 分钟不到，记者从望远镜中清晰看
到，偷捕渔船被执法艇成功拦截，拖至
中国海监5030船押送。“又有一艘！一
共三艘了！”长江办渔政执法监督处处
长吴建平下达命令，“一个别想跑。”紧
随其后，中国渔政 33002 船、上海公安
执法艇，各自抓获一艘偷捕船。三艘偷
捕船，均为浙江嘉兴平湖籍渔船。

长江口渔区中，161 渔区 7、8、9 三

个小区为江苏任务区，168 渔区为上海
任务区，175 渔区 3 小区和 176 渔区 1、
2、3 三个小区为浙江任务区。此次三
地联合作战，我省参战的为中国海监
5030 号船、中国渔政 32096 号船。按
照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清理整治工作
总体部署，长江办组织浙江、上海、江苏
渔业等部门，多艘执法船艇和辅助船在
佘山岛、南槽北侧、176 渔区第 1、2、3
小区等非法捕捞多发重点水域开展集
中清理行动。

斗智斗勇查处非法捕捞

长江口非法捕捞现状如何？记者从
横沙岛港口登船，观察到长江口水域、东
经122度长江禁渔区线以西水域，江面
干净，出该水域，违规网具浮子越来越
多。这些浮子大多为鳗苗网和深水张网
浮子。“偷捕船在长江口水生生物、鱼类
溯游地撒下天罗地网，经过长江口清理
整治，非法捕捞已外移至长江口江海交
界处。”王新勇向记者介绍。“还有大量捕
捞渔船集中在浅滩水域，九段沙浅滩河
汊内集结大量非法捕捞渔船，横沙东滩
至鸡骨礁水域有大量鳗苗网和深水张
网，北港线外团结沙至佘山岛水域存在
大量定置网。”吴建平介绍。目前清理的
网具，除浮子外，80%为鳗苗网，深水张
网占8.5%，刺网占了11.5%。

“偷捕船跟我们捉迷藏。”吴建平
告诉记者，去年清理之前有 2000 多
艘，已清除浮子筏、“三无”船 600 艘，
还有约 1400 艘在浅滩、三个自然保护
区死角地带藏匿。目前，除巡航执法，
长江办指挥 10 艘辅助船“蹲点驻守”，

从“地毯式清理”到打“歼灭战”。圈定
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多发高发水域，
划定水上执法重点区域，对跨区作业
渔船、涉渔“三无”船舶发现一艘、查扣
一艘，对非法网具发现一顶、清理拆除
一顶。做到违法船舶集中停靠，违规
网 具 集 中 存 放 ，行 动 结 束 后 统 一 销
毁。公安部门派员随船执法，加大对
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江苏啃下“硬骨头”

两省一市联合执法，江苏在啃“硬
骨头”。“专项整治以来，我省共组织开
展联合执法行动 70 余次，出动执法船
艇300余艘次、执法人员1900余人次，
查处违法捕捞案件18起，移送‘涉嫌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案件 9 起，涉嫌刑事
处罚11人次，取缔各类涉渔‘三无’船、
艇、筏 237 艘，清理违法违规捕捞渔具
290余件、3800余米。”王新勇说。

江苏按照长江办《长江口水域非
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要求，专门
成立了由省农业农村厅张建军副厅长
任组长、南通赵闻斌副市长任副组长
的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严格执法
查处、召回劝返了江苏在长江口跨区
作业渔船，清理整治一批涉渔“三无”
船舶和违规渔具。省海监总队对长江
下游干流的水生生物保护区开展巡航
执法，重点检查了长江口中华鲟自然
保护区等水域。南通市渔政支队的中
国渔政 32541、中国海监 5030 船，启
东 市 渔 政 大 队 的 中 国 渔 政 32543、
32544 船，海门市渔政大队的中国渔
政 32550 船，太仓市渔政大队的中国

渔政 32096 船不定期到长江口 161 渔
区的 7、8、9 小区及长江口北支航道开
展巡航检查。

“2018 年，空中航拍，佘山水域、浦
东机场下面全是一排排的泡沫浮子，现
在干干净净。2019年飞机巡视，拍摄网
具到了经度122度线附近。现在从西往
东地毯式清理，已经清理5海里。”吴建平
说。在佘山岛水域，长江办清理鳗苗网
75顶，深水张网72顶，刺网109顶，网具
浮子332个，查扣渔船2艘，浮子筏6艘；
南槽北侧水域清理鳗苗网727顶，深水
张网12顶，网具浮子779个；176渔区第
1、2、3小区清理鳗苗网133顶，深水张网
6顶，网具浮子30个，查扣涉渔“三无”船
舶1艘，行政立案8起；鸡骨礁水域清理
鳗苗网 43 顶，深水张网 16 顶，刺网 33
顶，网具浮子171个；太仓浏河查扣渔船
9艘；启东连兴港水域清理鳗苗网20顶，
查扣浮子筏12艘。

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项行动，清理
了鳗苗网 998 顶，深水张网 106 顶，刺
网142顶，网具浮子1312个，查扣渔船
14 艘，查扣浮子筏等“三无”船舶 23
艘；行政立案8起。

针对长江口非法捕捞顽疾，必须坚
决“打通长江口水生生物洄游通道”，长
江办表示，将以“啃硬骨头、打歼灭战”决
心，对集中连片非法网具重点清理，杜绝
违法人员侥幸心理；对顶风违法违规行
为加大处罚力度，进行顶格处理；对查获
的涉渔“三无”船舶、网具进行集中销毁，
组织重大涉渔案件公开审判，强化以案
释法，做到处罚一件、震慑一片。

本报记者 丁蔚文

记者目击沪苏浙联合整治长江口非法捕捞 ——

追击，在300公里宽的长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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