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
较上年同期上升3.4个百分点，其中，空气质
量达优天数为56天，良好天数60天。

我市共发生有效降水31次，降水pH
值范围 4.31～5.79，降水 pH均值为 5.11。
与去年同期相比，降水 pH均值上升 0.03
个pH单位，酸雨频率上升3.5个百分点。

我市降尘总量均值为1.2t/km2·30d，
与去年同期持平，远低于5.0t/km2·30d的
控制限值。

黄山市中心城区 2个城镇集中式

水源地取水总量 744万吨，达标水量

744万吨，水质达标率 100%。各区县

在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为优，与去
年同期相比，呈稳定向好态势。

新安江流域水质状况优

长江流域水质状况优

湖库总体水质状况优

其中，太平湖、丰乐湖水质类别为Ⅰ类，
呈贫营养状态；奇墅湖水质类别为Ⅱ类，呈中
营养状态。

河流监测断面
水质均为Ⅰ～Ⅱ类

8个
7个
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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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新安江水清又清只为新安江水清又清

本报讯 记者从黄山市生态环境质量及新
安江流域水质自动监测网络建设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今年 1 至 4 月，全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 100%，环境空气质量蝉联全省第一，
全国排名第 9。6项监测指标全部达到《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标准，其中，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可吸入颗粒物均值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前 4 月，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为优，与
去年同期相比呈稳定向好态势，国家地表水考
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我市位居全省第
一，全国 28 名。 ·李晓洁·

2 月 18 日，杭黄两地环境监测
站联合监测新安江生态补偿街口
断面。疫情中，样品采集有风险、
有难度。市环境监测站党支部书
记主动请缨，带着党员上，7：10 携
采样器皿赶往歙县深渡镇，换乘监
测快艇，近 3 小时后终到采样点，
与淳安县监测人员汇合，马不停蹄
采集样品。一个上午，他们没喝一
口水，午饭也没着落，却开心地说，

顺利的话，样品在下午 2：00 前就
能送到站里，不影响下午化验员分
析，明天按时交换数据。

5 月 27 日，市环境监测站党支
部联合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第三党
支部集中研讨，学习《推进生态文
明 建设美丽中国》相关内容，介绍
新安江生态补偿工作的发展历程、
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联合监测情
况，就“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切实为新安江生态补偿提供及
时全面准确的技术支撑”交流研讨。

为保障防疫期间居民饮水安
全，市环境监测站党员干部带头，
强化应急值守；加强自动监测站点
监管，发现异常数据，立即会商研
判，及时通报区县政府及相关部
门，充分发挥自动监测预警支撑作
用；加密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自
1 月 30 日起，对屯溪区两个饮用水

源地水质每 3 天开展一次手工监
测，坚持当天采样、当天分析完成
并报送数据。

该站党支部书记表示，通过
党建引领，党员干部虽没有惊天
动地的伟业，但时刻谨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哪里有险
重任务，哪里就有他们冲锋在前
的身影，展现了新时代环保监测
铁军的风采。

本报讯 5 月 27 日，记者在休宁
县溪口镇花桥村木梨硔看见，环村有
石板路，杂物堆放整齐，不时有挑夫挑
垃圾下山。据悉，该村环境整治近年
持续加强，良好生态招徕更多游客。

花桥村负责人叶剑彬介绍，木梨
硔地处海拔 600 多米的山脊上，背倚
海拔近千米的苦竹尖山脉，以茶林经

济、农家乐经营为主，去年接待游客近
15 万人次，人均收入 3.2 万元左右。

为进一步放大生态效益，木梨硔
乡村环境整治毫不松懈。以前，房前
屋后、晒台等处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
生。今年以来，镇村集中整治两次，通
知各户自行处理。随着农家乐旅游长
足发展，生活垃圾增多。为及时清运

垃圾，村里聘请 2 名老党员加强卫生
巡查，并捡拾垃圾，同时请 2 位村民负
责挑垃圾下山，每年斥资 10 余万元。
去往观景台途中，记者看到污水处理
项目标识牌，上写“该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 目 于 2017 年 3 月 1 日 开 工 建 设 ，
2017 年底竣工，通过管网收集，终端采
用‘三格式’化粪池就地生态处理工

艺，共设 7 个处理终端，总处理量 25
吨/日，受益农户 59 户，总投资约 30 万
元。”叶剑彬说，污水处理后用于农业
生产灌溉，实现就地生态治理。雨水
通过管道收集后引流到污水处理池，
中心村农户全部接入污水网管，污水
处理率达 100%。

木 梨 硔 良 好 生 态 让 游 客 连 连 称
好。四位游客坐在休闲椅上享受鸟语、
鸡鸣、山风、美景，他们赞美：“这里空气
清新，真是人间仙境。” ·黎小强·

初夏时节，草木芳菲，237 国道
休宁东亭段公路两侧绿意盎然的行
道树、草坪，如同两条绿色的绸带妆
扮着国道，与沿线的村庄、田园构成
一道美丽的画廊，驾车骑行在公路
上，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近年来，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休宁分中心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交通发展战略，加强绿色公路、美
丽公路建设，积极推进公路建设养
护绿色化和生态化，使绿色管养成
为公路发展的一种新理念、新时尚。

曹集林/摄

绿色建养
美景随行

为进一步加强新安江治理及保护，调查并探寻新安江屯

溪中心城区河段底质状况与汛期水质的潜在关系，5 月 26 日，

市环境监测站联合省环境监测中心，共同开展新安江中心城

区段水质调研监测。监测指标除常规水质指标外，还增加水

华强度指标、生物毒性指标和底泥指标。

新安江作为国内第一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流域，自

2012 年启动试点以来，由于皖浙两省上下游同发力，已成全国

水质最好河流之一，这与新安江水质科学监测关系密切，由此

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和环境管理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歙县街口镇前山村位于新安江
畔，在这里，一幢徽派建筑靠水而
居，它便是“环保监测新哨兵”——
新安江皖浙跨界街口省级水质自动
监测站，现已成富有徽文化特色的
全省自动监测站点样板和标杆。

2018年7月，省委书记李锦斌在
视察该站时指出，要坚持科学监测，
密切关注水质变化，为保护水资源、
优化水环境、完善水生态提供科学
依据。我市快速行动，争取省级配套
资金 430余万元，于 2019年 1月正式
启动该站升级改造。街口水站于
2020年 1月正式运行并报送数据，稳

定性和监测数据准确性均大幅提
升。同时，新建的快艇码头和亲水平
台也为生态补偿联合监测样品分样
提供宽敞便捷环境。该站是我市强
化新安江水质科学监测的一个例证。

市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介绍，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实施以来，根
据国家环境监测总站《新安江流域
水环境补偿试点工作联合监测实施
方案》要求，他们和浙江省淳安县环
境监测站每月对新安江皖浙跨界街
口 断 面 水 质 开 展 1 次 联 合 监 测 。
2019 年 9 月起，联合监测由他们和
杭州市环境监测站共同开展，监测

频次由每月 1 次增至每月中下旬各
1 次，监测项目为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总磷、总氮 4 项指标。根据监测
结果，运用测算公式计算补偿指数
P 值，作为支付补偿资金依据。目
前，新安江流域（黄山市段）共设 10
个国省控断面，建水质自动站 6个。

2019年，我市快速行动，在新安
江流域加密布设大量监测点位，其
中，设常规监测手工监测点位 167
个，按月监测，及时通报结果；启动
新安江流域水质自动监测网络及数
据管理平台项目建设，计划到 2020
年底，在新安江流域干流、一级支

流、主要二级支流、重点水域及区县
跨界新建 36 个水质自动站，同步建
设数据管理平台，届时基本可实现
新安江流域水质自动监测网络全覆
盖。目前，一期 12 个水站进入站房
安装阶段，预计 10 月底全面建成，2
期 24个水站进入设备招标阶段。

我市 10 个国省控断面监测数
据显示，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常年
为优。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日前公布
的数据显示，1-4 月，我市地表水环
境质量在全国 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
中位列第 28 位，4 月达历史最好水
平，位列全国 16位。

如何推深做实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全力抓好流域污染防治，力推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有效转化，加快构建水清岸
绿景美产业优的发展新格局？为此，我
市于 2019 年 2 月开展新安江流域氮磷污
染防治研究。

据悉，新安江流域第三轮流域生态
补偿协议不仅上调水质稳定系数，还专
门加大总氮、总磷考核权重。为研究新
安江流域氮磷污染源形成机理、变化特
征，我市正紧锣密鼓开展氮磷污染防治
与水质目标决策支持研究，落实项目资
金 180 万元。研究旨在分析新安江流域
近年来水文、水质变化趋势与特征，识别
影响街口断面水质的主要河段及其污染
变化情况；通过解析氮磷源、分析污染成
因，厘清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找到重点
防控区域、重点防控对象；结合社会经济
发展等因素，从技术经济角度提出氮磷
污染防控改善措施，合理确定氮磷浓度
改善阈值。为此，我市与生态环境部环
境规划院、中科大、安农大等科研院所及
高等院校，联合开展新安江上游磷污染
来源与消解路径解析、新安江支流丰乐
河氮磷污染负荷等多个科研课题，摸清
氮磷污染现状、来源及变化趋势，为下一
步流域生态补偿科学制定氮磷目标提供
技术支撑。

□ 黎小强

1－4月我市环境空气质量

蝉联全省第一

一、党建引领铸造环保监测铁军

二、科学监测密切关注水质变化

三、污染防治
构建发展新格局

木梨硔：

整治乡村环境 保护良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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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我市与浙江省淳安县对皖浙跨界街口断面水质开展联合监测图为我市与浙江省淳安县对皖浙跨界街口断面水质开展联合监测。。（（市环境监测站供图市环境监测站供图））

新安江流域是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
先行探索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要实践地。进入第三轮试点，我市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为
提升新安江流域水质持续发力。

今年 1 月 1 日前，歙县完成新安江流
域 1564 位渔民退捕工作。日前，记者从
歙县武阳乡了解到，在当地政府的帮扶
和支持下，一些渔民退捕上岸，实现转产
创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新生活带来
新盼头。

今年 37 岁的凌祥，是歙县武阳乡正
口村居民。大学毕业后，在广东打工 3
年，2007 年回到家乡，依托新安江的渔业
资源，从事网箱养鱼、鱼干加工、捕鱼等。

“养胖头鲢，那几年市场很火，价格
也很好。”凌祥用网箱在新安江养鱼，同
时也在新安江捕鱼。捕鱼主要在汛期，
一年有三五万元的收入，年成好的时候，
还不止这个数。

2011 年底，为改善新安江水质，呵护
一江碧水，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工作，歙县新安江段开始实施渔
业退养，渔民和养殖户作出让步和牺牲，
从新安江清除网箱。凌祥在退养之列。

前些年，凌祥在乡政府所在地办起
了鱼干加工厂，配套建了冷库和烘干房，
规模在当地数一数二。“多的时候，鱼干
一天能加工几百斤。”后来他还开了一家
网店，产品以本地鱼干为主。

2019 年底，为保护新安江渔业资源
和水生态环境，歙县新安江段实施渔民
退捕，1564 名渔民退捕上岸，或转移就
业，或转产创业。凌祥在退捕之列。

近年来，捕捞上岸的鱼，越来越小，
也越来越少。凌祥从邻家租了一间房，
开 了 一 家 小 饭 店 ，平 时 每 餐 接 待 一 桌
人。从开始经营到现在，刚好满 3 年。

返乡发展，先后亲历渔业退养、渔民
退捕，难免出现困难。凌祥说，鱼干没了
货源，网店已暂停经营；烘干房现在闲置
着，冷库里还有一些尾货，设备不适合用
作其他用途。

但，凌祥没有太多抱怨。在政府的
鼓励和支持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新生活有新盼头。“泉水鱼项目，我已
经看过了，比较看好。不过，暂时还没拿
定主意。”

今年受疫情影响，小饭店的生意受
到影响。不过，从“五一”开始，情况开始
好转。从鱼老板转为店老板，凌祥说：

“我把饭店扩大了，环境搞好了，自己家
的几间房子也拿出来用，一次可以接待
100 来人。”

同村的凌根辉，今年 52 岁，曾经也
是退养户、退捕户，现在成了养牛倌。今
年，他拿出所有的家底，又向亲戚借了一
大笔资金，买了 25 头牛。“买回来时都在
三四百斤左右，现在养得还不错。我在
浙江有亲戚，专门养牛的，懂技术。”

10 多年前，凌根辉在新安江水域里
支起了五六个网箱，每年有六七千斤鱼
的收成。一年捕鱼的收入，也有三四万
元。由于当地先后实行渔业退养、渔民
退捕，曾经“靠水吃水”的生活无法继续。

一段新生活由此开始。“买牛，总共
投入 30 多万元。一年的饲料，算起来也
要八九上十万元。”为节省饲料上的开
支，凌根辉精打细算，尽可能多地用玉米
秆喂牛。“家里种了甜玉米，能吃到九十
月份。别人不要的送给我，我自己去割、
去运，就费点油钱。要去买，一斤玉米秆
得花一毛五分钱。”

记者从武阳乡政府了解到，该乡共完
成 122 户渔民的退捕工作。当地政府按
照规定给予退捕补偿，并将符合条件的退
捕渔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发
放过渡期生活补助，提供技能培训、岗位
信息、产业扶持等帮扶和服务。一些退捕
渔民已实现转移就业或转产创业。

“做得苦一点，日子总归要好过一
点。自己不做，再好的日子也盼不来。”
减轻了后顾之忧，凌根辉现在最盼的是，
困难快点过去，市场快点回暖，等到今冬
明春，自家的牛群个个膘肥体壮，都是奔
向新生活的“致富牛”。 ·许 晟·

新生活更有新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