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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生态底色 谱写绿色华章
九江市全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022年 1月 18日 星期二16

董淳淳 谈思宏/文 （未署名照片由九江市生态环境局提供）

一方好山水，满目皆自然。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以贯之抓落实。刚刚过去的 2021年，九江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坚持生态优先，践行绿色发展，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生

态环境问题，有效增进了人民群众生态福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绿色动能——

这一年，九江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气污染治理成效取得历史性突破，环境空气 PM2.5 年均浓度实现三

连降，优良天数比例实现三连升，首次全面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长江、赣

江、修河、柘林湖等重点水体全部达到Ⅱ类及以上水质，鄱阳湖九江湖区水质优良比例高于全湖区 20.8 个百分点，总

磷浓度低于全湖区 17.6%，九江湖区水质在全省三个湖区中保持最好水平。

这一年，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全面实施，中心城区基本消除劣五类水体，152 公里长江最美岸线全面建成，最美

鄱湖岸线、修河岸线打造取得积极成效，生态环境监测监管网络不断健全完善，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废弃

露天矿山修复工作基本完成。

这一年，坚持减污降碳全面发力，认真抓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区三线”划定试点工作，扎实推进节能降碳，

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大力开展“减排”“降碳”“碳汇”等专项行动，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持续降低单位生

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持续巩固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这一年，九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成绩单。

保卫一片蓝天

合力共为

花开岸边、水清如蓝、鱼翔浅底，从景观

石上流出的水形成喷雾，仙气飘飘，如梦如

幻，步道、绿化一应俱全……地上是景观公

园，地下是一座“隐藏”的污水处理厂。2021
年 7 月，由三峡集团实施的江西省九江市中

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首座“全地下+
花园式”两河水质净化厂进入试运行，出水

水质达到准四类标准后流入景观河，然后排

入十里河，汇入长江。地下治污，地上造绿，

这座宛若仙境的“地埋式”污水处理厂，集合

了环境治理、科普教育、智慧管控多重功能，

成为九江市水环境治理绿色新地标。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2018 年，

九江市与三峡集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先

后投入近 180 亿元，分两期实施中心城区 12
个水环境系统综合治理项目，目前，中心城

区一期、二期新建污水处理厂 6 座，完成 135
个小区污水改造，新建改造管网 367 公里，

新增污水处理规模 16.5 万吨/日；彭泽县项

目已完工，47万平方米沿江受损山体重现绿

意，城区主干管网实现雨污分流，都昌县水

环境治理项目已启动实施。九江市长江水

环境治理项目率先在全国落地，打响了“第

一枪”，跑出了“九江速度”。

规划引领。在全省率先制定了水环境

系统治理规划，科学合理、全面系统编制了

雨污管网规划、水系连通规划等配套规划，

为水环境治理与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

市场运作。用活市场资源，把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九江市与三峡集团开展 PPP
模式合作，将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打包交由

三峡集团筹资建设、运维管理，引入了“厂-
网-河”一体化运维等 14 项先进管理机制，

既解决了资金难题、又突破了技术瓶颈。

法治护航。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出台《九

江市城市湖泊保护条例》，明确各方责任，填

补法制盲点。成立部门联合组建的排水执

法队伍，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化“九龙治

水”为“齐抓共管”，制定饮用水源地保护条

例，正在加快推进地方立法进程，为维护碧

水清波构筑起强大的法治保障。

九江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项目被国家发改委评选为“绿色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典型案例”；其中，两河

（十里河、濂溪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被中国

环境报评为“生态环境创新工程百佳案例”。

民生在心，枝叶关情。九江市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

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把一件件群

众身边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当作生态环

境保护的“大事情”，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信访件办理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持续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多渠道受理问题。九江市采取增设平台

“收”、畅通举报渠道，下沉一线“找”、发现问题

线索，开门纳谏“听”、主动约访群众的方式积

极回应群众关切。2021 年，九江市累计受理

群众信访问题669个，目前已全部办结。

全方位推进办理。整合生态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专班和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力量，组

建了一支 20 人左右的工作专班，专职专责

推进生态环境信访件办理工作。专班坚持

“分级负责、归口受理”原则，按照生态环境

信访问题受理接收、转办交办、处置办理、实

地核查、公示公开、销号归档六个步骤，形成

从“出口”到“入口”的全过程闭环管理。针

对重点信访问题，实行向属地交办、向行业

主管部门转办的“双办”模式。

链条式整改落实。聚力当下改、源头

治、长久立三个方面，对群众反映集中

的信访问题进行分类梳理，开展专

项整治；对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欠

账问题，进行源头根治；对农

业面源污染等具体信访问

题，出台《九江市化肥

农 药 减 量 专 项 行 动 计

划》，坚持精准防治，切

实提升整改质效。

九江市芳兰污水处理厂全景九江市芳兰污水处理厂全景（（九江三峡水环境公司供图九江三峡水环境公司供图））

系统治理
呵护碧水清流

用心用情
坚守为民初心

坐落在长江、鄱阳湖交汇之处的九江，

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首批创建城

市之一，是一个众水汇集的地方，拥有 152
公里长江岸线，承担着“一湖清水入江、一江

清水东流”的重大使命。近年来，九江市把

打造长江“最美岸线”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来抓，抓突出环境问题整治，重生态修复、

促转型升级，努力实现水美、岸美、产业美。

“快看快看，江豚来了，有两头呢！”在都

昌县和合乡的黄金咀至朱袍山水域，时常可

以看到水中“国宝”长江江豚在湖面嬉戏追

逐，它们时而探出水面秀出圆嘟嘟的身躯，

时而在水里欢快畅游，湖面不时溅起浪花，

让人们一片欢呼。随着长江、鄱阳湖生态环

境的极大改善，长江、鄱阳湖里久违的“国

宝”长江江豚频频现身。据监测，鄱阳湖九

江水域江豚数量从 2017 年的 457 头增加到

现在的 700余头。

为推进长江大保护，依水而兴的九江打

响一场“治水战”，关停沿江矿山 340 家，治

理废弃矿山 570 万平方米，拆除码头 74 座、

泊位 87 个，推行“十年禁渔”……九江长江

岸线一改从前码头林立，取而代之的是绿草

茵茵、风景如画；昔日满身“疮疤”的矿山，重

披绿装，实现华丽蝶变。

长江岸线，需要“治”，更需要“美”。九江

市全面启动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在沿江岸

线栽植各类乔灌苗木、铺植草坪，打造“一岸翠

绿”景观带，串联起152公里“绿色岸线”，成为

长江中下游南岸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岸线美不美，表现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源头是产业，最核心的是要推动“产业生态

化”。九江市全力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坚决

做到长江干流、主要支流和鄱阳湖岸线 1 公

里内不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合规

园 区 外 不 新 建 扩 建 钢 铁 、有 色 、建 材 等 项

目。近年来，先后拒绝产业相对低端和排放

污染大的投资项目四百多个，推动了产业总

量、质量双提升。

以鸟为媒，江西九江搭起了与世界对话

的桥梁。2021 年 12 月 12 日，第二届鄱阳湖

国际观鸟周在“中国候鸟小镇”永修县吴城

镇盛大开幕。随着翩跹的候鸟，来自世界各

地的 600 余位宾朋，看到了羽翼下的一湖清

水和自然家园，更看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

鸟儿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每年秋

冬季节，千万只候鸟从西伯利亚及我国东北

等地飞来鄱阳湖。据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抵达鄱

阳湖越冬候鸟数量最高达到 70.8 万只，是有

监测记录以来的峰值。2022 年 1 月 2 日，新

年伊始，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都昌站工作人员在辖区矶山湖下坝开展

巡护监测时，意外监测到细嘴鸥 1 只。通过

比对鄱阳湖和江西鸟种记录发现，细嘴鸥在

鄱阳湖出现尚属首次，该物种的到来刷新了

鄱阳湖乃至江西省的鸟种新纪录。鄱阳湖

区的鸟类从 10 年前的三百多种增加到现在

的 464 种。2021 年，九江市成功入选了全球

环境基金（GEF）长江经济带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项目试点市。

赣鄱好风景，候鸟舞翩跹。适宜的自然

环境，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以及公众参与意识

的提高，都是大批候鸟在鄱阳湖越冬的原因。

近年来，九江市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创

建，持续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创建了武

宁县、共青城市 2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一批国家级生态乡镇、村以及 5 个“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江西省实践创新基地。

不论是从直观数据上，还是从人民群众

的切实感受上，九江生态环境质量的逐年改

善是有目共睹的。征程万里阔，奋斗正当

时。新的一年，九江市将聚焦“作示范、勇争

先”的目标要求，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

局、更宽的视野，擘画新蓝图，书写新篇章，

实现新作为。

近年来，九江市大手笔投入、集团式作

战、系统化攻坚，集合各地各相关部门力

量，全方位、全时段、全领域强化管控，环境

空气 PM2.5 年均浓度从 2019 年的 46 微克/
立方米降到 2020 年的 38 微克/立方米，再

降到 2021 年的 33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

比 例 从 2019 年 的 82.5%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87.2%，再上升到 2021 年的 92.6%。天朗气

清，“九江蓝”成为了九江市民朋友圈晒照

片的“常客”。

高位推动求突破。“要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确保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市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希望再接再厉，努力攻坚，

实现持续向优。”2021 年，市委书记谢来发

两次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作出批示，多次

下工地、进企业现场指导。市委副书记、市

长杨文斌多次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强

调要回应百姓关切，强化治理措施，改善空

气质量。“通过及时组织各地来九江市学习

交流，搞明白为什么要学，弄清楚九江是怎

么干的，谋划好怎么做，为持续改善空气质

量打基础、补短板、管长远。”省生态环境厅

党组书记、厅长徐延彬对在九江市召开的

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现场会议专门作出

批示。多位厅领导和技术团队先后来到九

江市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帮扶指导。

高位推动为九江空气质量持续向好趋优打

下了坚实基础。

合力共 为 出 实 招 。 组 建 市 大 气 污 染

防治指挥部，对全市大气治理工作实行统

一指挥。生态环境、住建、城管、公安、市

监等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构筑起保

卫蓝天的坚强阵线；气象、工信、港航、商

务、民政及财政等部门全力配合、大力支

持，形成了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广大企

业和群众积极参与，主动做好力所能及的

环保实事，汇点滴之力、聚涌泉之势，形成

了全民参与、全域治理、全面防控的大气污

染防治新格局。

靶向治理见实效。聚焦“治气、降尘、

净烟、臭氧防控”四项重点，九江市以科技

赋能引领智慧监管，建成大气智慧环保管

理平台，实现了“人防+技防+大数据”全覆

盖；实行“点位长+网格长+网格员”分点划

片包干机制，有效促进了治气能力的提升；

完善《九江市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以分级

响应促进精准防控，从根本上遏制了大气

污染。

多措并举
打造最美岸线

携手共建
擦亮生态底色

候鸟舞翩跹候鸟舞翩跹

庐山西海庐山西海 湖光山色湖光山色

“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频现身 傅建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