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也是黄河的第二
大支流。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
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
风光美起来”的要求；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山西视察时再一次强调，“要切实保护
好、治理好汾河，再现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
景，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汾河运城段处于汾河最下游。汾河水从
我市新绛县龙兴镇南梁村入境，流经新绛、稷
山、河津、万荣 4县（市），于万荣县荣河镇庙前
村入黄河。可以说，汾河运城段是保障“一泓
清水入黄河”目标实现的最后一道关口。

2017 年以来，我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
文献”精神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按
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
根据省委、省政府《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方案》及市委、市政府

《关于加强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与修
复的意见》的部署要求，积极推动《山西省汾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全面实施，全面
打响保护母亲河的攻坚战。

坚持高位推动，确保重要部
署要求落实到位

2020 年是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
与修复迈入“快车道”的一年。这一年，我市高
位推动、系统谋划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作。

市委书记丁小强在黄河流域（运城段）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十工程”推进会暨汾
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与修复现场会上强
调，要谋划长远、干在当下，尽快让汾河“水量
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为改善汾
河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山西作
出运城贡献。

市委副书记、市长储祥好在调研汾河流
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时强调，要按照省委、省
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的部署要求，整体规划，统筹项目实施，下最
大决心，用更实举措，加快汾河流域生态保护

与修复，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2020 年 5 月，市委成立汾河流域（运城

段）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督查组，由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吉敏牵头负责，加快推进汾河
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

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督查组以市委提
出的建设黄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建优建强市域中心城市的总
牵引为统领，以“控污、增湿、清淤、绿岸、调
水”为总要求，紧盯标杆性工程建设，明确阶
段性目标，持续强化督导检查，强力推动问题
整改落实。

督查组先后组织起草《关于加强汾河流
域（运城段）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意见》以及工
作导则等指导性文件，积极谋划《汾河流域运
城市生态景观规划（2020-2035 年）》，不断强
化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和修复举措。
与此同时，督查组结合省市相关规划和各部
门专项规划，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流域 4
县（市）145 公里河道现状、分部门分县（市）
治污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摸底。紧接着，
督查组召开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与修
复工作现场推进会，推动相关县（市）和职能
部门进一步比学赶超，掀起工作新高潮。

截至 2020 年年底，督查组分专题先后实
地督查 30 次，印发督查情况通报 17 期，下发
督办卡 12 期，并运用公益诉讼等刚性手段，
剑指问题，督促整改，推动汾河流域（运城段）
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阶段性成果。

以河长制为抓手，全面推进
生态保护与修复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让汾河“水量丰起来、
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以及“治山、治水、
治气、治城”重要指示精神，我市以河长制为
抓手，全面推进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
与修复。

一是建立体制机制。着力构建“河湖长+河
湖长助理+巡河湖员”工作模式，建立了汾河四
级河长体系，市、县、乡、村共确定河长 155人，
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构建“五位一体”河湖长工

作机制，即“周报告、月抽查、季通报、交办督办、
问责追责”，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
变；制定和完善巡河员管理办法及河道巡河员
考核办法，巡河员每天不定期巡河，实现对涉
河问题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推进河道日常
巡河及管护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目
前，我市共聘用54名汾河流域专职巡河员并开
展了集中培训，确保他们持证上岗，实现对水
域岸线的专业动态监管，最大限度维护了河道
顺畅和水事秩序稳定。

二是集中整治“四乱”等问题。副市长卫
再学、董旭光要求高压推进沿汾排污口全面
清理整顿，督促重点企业实施雨污分流治理，
对未经批准的排污口要坚决取缔，依法追责。
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全面开展河湖“清四
乱”专项行动，对发现的乱占、乱采、乱堆、乱
建等违法违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实行销号
制度，整改一处、销号一处。去年以来，共排查
整治入河排污口 87 个，清除违章垃圾等堆积
物 10.3 万立方米、违章房屋 6 座、其他违章建
筑近 2000 平方米。

三是综合施策保水质。河长制各成员单
位主动作为、精准发力，把确保国考断面水质
达标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合力推进河
湖水域岸线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
水污染防治、执法监管等五大工作。

坚持“项目为王”，加快推进
工程建设

年 终 岁 尾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公 布 了
2020 年试点国家湿地公园验收名单，稷山汾
河国家湿地公园名列其中，正式通过验收。这
是我市高标准推进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
护与修复的一个标志性工程。

据了解，覆盖整个汾河稷山段的稷山汾
河国家湿地公园，自 2020 年年初开工建设以
来，已实施包括河道清淤 8 公里，巡护道路改
造 32.5 公里，建设荷花塘 500 余亩，栽植杞柳
500余亩、芦苇 1000余亩等在内的湿地植被恢
复工程，完成南山环城绿化 3000亩，栽植乔木
20万株、灌木 38万株，树种超过 30种，形成了

区域性的整体生态屏障主体和防护林体系。
稷山汾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有声有色，

而在全市范围内，市县两级水务（水利）部门
也主动结合我市处于汾河最下游的实际，紧
紧抓住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
工作机制以及大幅度增加生态治理建设投资
的机遇，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汾河流域生
态修复建设运营，全力以赴破解汾河流域生
态修复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

据介绍，我市共启动实施汾河流域（运城
段）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 14 个，总投资 16.8
亿元，包括省级以上投资 4.1 亿元和社会融资
12.7 亿元，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8.2 亿元。在这
些工程中，稷山城区段综合治理 PPP 项目和
汾河堤防加固、支流水生态修复治理、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等 11 项工程相继完工，治理河
道 37 公里，完成投资 5 亿元。投资 5.67 亿元的
新绛县城区段综合治理 PPP 项目、投资 0.7 亿
元的河津市汾河干流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
投资 5.5 亿元的万荣汾河入黄口水生态保护
修复三项工程已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投资
3.2亿元。

除此之外，市水务局根据已完成的汾河
干、支流生态景观规划，梳理出汾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修复水利项目 15 个，总投资 48.9 亿
元。其中干流项目 6 个，投资 34.9 亿元；支流
项目 9 个，投资 14 亿元。同时，该局于去年 7
月组织召开全市水利项目前期工作推进会，
要求各县（市）加快项目可研立项进度，做好
项目储备，为项目建设和争取省级以上资金
创造条件。

强化系统治理，重现水清岸
绿景怡的秀美风光

河面波光粼粼，河岸绿草茵茵。去年秋
季，仍处于在建状态的新绛县汾河城区段生
态修复治理工程“初露妆容”。又见汾水哗啦
啦，当地群众为之欣喜。

的确，过去 3 年，市水务局和有关县（市）
全面推进实施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
程，开启了生态化、系统性治理的新探索——
不断加强流域内水源地保护、地下水超采治
理、淤地坝建设、人工湿地建设、入河排污口
整治、生态补水等。经过治理，汾河生态环境
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汾河运城段正以崭新面
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水量丰了。目前，我市汾河平均流量
基本保持在 25 立方米/秒以上，新绛县、稷山
县城市段主槽水面宽度已由过去的 40 米—
60米拓宽到 150米—180米。

——水质好了。汾河水已由过去的劣五
类提升到五类水质，特别是 2020 年 6 月底前，
汾河庙前村断面已退出劣Ⅴ类，之后稳定达
标，1月—12月均值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

——风景美了。稷山城市段完成了两岸
山坡绿化和绿道、观景平台、草坪、葡萄采摘
园等项目建设，实现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白鹭、苍鹭等野生栖息鸟类逐渐多了起
来；万荣县汾河入黄口处，汾河水面开阔，湿
地水草丰茂，河道中央“一泓清水入黄河”7
个红字格外显眼。

一泓清水，两岸锦绣。目前，汾河入黄口
段、稷山汾河国家湿地公园、新绛浍河、稷山
黄华峪和晋家峪城区段已初步实现了“水清、
岸绿、景怡”的目标。

“让一泓清水入黄河！我们将牢记领袖嘱
托，不负人民期盼，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统
筹推进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与修复重
大工程，稳步做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作，使汾河流域（运城段）成为河东
大地的‘生态长廊’‘绿色长廊’‘宜居长廊’和

‘富民长廊’。”市水务局局长靳虎刚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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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水清河畅岸绿景怡的秀美风光为了水清河畅岸绿景怡的秀美风光
—我市推进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与修复纪略

本报记者 付 炎

黄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十工程”推进会暨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与修复现场会

稷山汾河国家湿地公园稷山汾河国家湿地公园

汾河生态护岸工程汾河生态护岸工程

支流浍河生态廊道支流浍河生态廊道

汾河入黄口段景观汾河入黄口段景观（（雕塑雕塑））工程施工现场工程施工现场

汾河堤防边坡放缓及绿化工程汾河堤防边坡放缓及绿化工程

治理后的汾河入黄口治理后的汾河入黄口稷山县汾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稷山县汾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全面做好控污、增湿、清淤、绿岸、调水工作，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