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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化区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交流
常艳丽

!滨州市沾化区水务局"山东 滨州"#%RP&&$

!摘"要""本文以沾化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为切入点"阐述了对水生态文明建设核心要义的理解"介绍了水生

态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最后总结了创建工作的意义&

!关键词""水生态文明#水资源#水环境#沾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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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省水生态文明城市评审命名办法('山

东省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

沾化区水务局 #&!Q 年 ' 月编制完成了'沾化创建省级

水生态文明城市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按照

*以河为魂"拥河发展+的总体思路"对照'标准(中水

生态文明城市创建的 S 个基础条件)% 大体系)#Q 项考

核指标"提出了依托水网布局"全面推进水资源)水生

态)水景观)水文化)水工程)水管理*五大体系+建设

任务& 同年 P 月'方案(通过了山东省水利厅组织的专

家评审"同意批复实施& 沾化区创建工作实施 Q 年来"

先后对城区穿城而过的徒骇河)江河)胡营河进行了综

合治理"大幅提升了防灾减灾)水资源保障)水生态治

理)水环境保护)水文化建设的水平"打造了*生态美

丽)和谐幸福+的水生态文明城市雏形"为下一步在全

区范围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

$&充分领会水生态文明建设核心要义

水生态文明建设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基础)重要载体和显著标志"对

于强化生态之基)促进人水和谐)实现永续发展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水生态文明是人水相依)和谐共

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文明形态"其实质

是人水和谐& 水生态文明建设"其核心要义就是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体系完整"水环境优美& 实现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系统完整)水环境优美"既是

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也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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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多年的治水经验和教训表明"实现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科

学开发)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水生态

系统"有效改善水生态环境& 建设水生态文明"要充分

彰显水文化)打造水景观"形成优美的水生态环境$要

求更多地把水的自然美与建筑美)环境美融为一体$建

设水利工程"不仅要建设防洪工程)供水工程"还要成

为生态工程)文化工程&

#&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沾化区政府把创建水生态文明城市作为水生态文

明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以打造*滨海绿城)生态沾

化+为目标"动员社会多方力量"在全区掀起水生态文

明建设的热潮"逐渐形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系

统完整)水环境日益优美的水生态格局&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沾化区目前已严格按照*三条红线+加强了对水

资源的管理& 一是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下达后"及

时制订年度用水计划"并将政府文件分解下达至各部

门)镇街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严格控制用水总量$二

是按照年计划)月分解)季考核)年总结的要求"对公共

供水单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下达年度用水计划"

促进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三是认真落实水功能区

纳入红线管理"按照区水系现状"划分了三大水功能

区"从严核定纳污容量"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排污

口"建立完善水环境监测预警机制"设立水环境监测

点"并委托市水文局)县环保局定期检测水位水质"建

立了城乡饮水安全信息化系统和防汛抗旱)农村水利

指挥信息化系统两个调度中心& 随着调蓄水工程规模

的扩大"年可调蓄河道径流及地面径流 #&!% 年平水年

达 !$# 亿B

Q

"枯水年 &$P 亿 B

Q

& 为弥补水量不足"采

取引黄补源措施"利用韩墩引黄渠系和小开河引黄渠

系引黄河水"多年平均年引黄量 !$S' 亿B

Q

&

#$#"水生态体系完整

城市水生态体系主要考察水域水体维持水生态平

衡)防止水生态破坏)促进水生态良性循环的能力"从

水域环境)动植物资源和水土保持 Q 方面评价&

#$#$!"水域环境

城市水域环境评价指标包括水域面积)生态水量

和水域水质&

0$水域面积& 沾化区城市建成区涉水区域包括

徒骇河)江河)胡营河)思源湖及恒业湖"适宜水面面积

!#$%POB

#

& 徒骇河穿城而过"将城区分为东西两区"江

河)胡营河作为城区外环水系分居城区东)西两侧"河

道水域适宜水面共计 !$((OB

#

$思源湖位于城区西北

部"库区总占地面积超过 ( 万亩"水面面积 S$(%OB

#

"恒

业湖水面面积 !$RSOB

#

&

C$生态水量& 徒骇河城区段坝上闸)橡胶坝"江

河橡胶坝"胡营河节制闸的建设"保障城区河道全年均

有生态水量"城区水系形成连续水面& 另外"城区供排

水采用净污分流"通过扩大污水管网收集系统"提高污

水收集率"实施污水处理设施深度处理改造工程等强

制措施"增加了企业废水回用量"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均

排入芦苇湿地"实现了污水资源化"增加了生态水量&

1$水域水质& 徒骇河)江河水质清澈透明"水体

适用于一般工业)生态及娱乐用水& 胡营河为引黄河

道"是思源湖的引水河道"城区水域环境指标达到'标

准(要求& 徒骇河橡胶坝以下为河道径流#淡水%和海

水混合而成的咸水"坝上闸上游属
&

类水体& 思源湖)

恒业湖水质除 b6)

J/

)]6)

%

符合
'

类水标准外"其余

参数均符合
(

类水标准&

#$#$#"动植物资源

沾化区地势平坦"光源充足"气温适中"有广阔的

湿地"草场资源丰富"有着较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目

前"沾化区仍保留着我国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

的湿地生态系统"拥有沾化冬枣)渤海黑牛)洼地绵羊)

白山羊等优良动植物资源"驰名中外的渤海梭子蟹)渤

海毛虾)开凌梭鱼)东方对虾和被称为*天下第一鲜+

的文蛤就产于这里"是全国重要的海水养殖基地& 全

区有林木 (R 种"其中用材树种 #( 种$水生生物达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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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鸟类 #%& 余种"属于国家和省级保护的鸟类 %&

余种&

#$#$Q"水土保持情况

严把建设项目审批关"依据水土保持法的要求"把

水土保持方案列为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没有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一律不准开工建设& 项目

实施后"水土保持工程必须全部验收&

#$Q"水环境优美

水环境优美即水景观体系评价"主要考察城市水

域周边的风景)风貌和特色"从生态水系治理)亲水景

观建设)水利风景区建设和观赏性 ( 个方面评价&

#$Q$!"生态水系治理

沾化城市建成区生态水系以徒骇河)江河及胡营

河 Q 条穿城河流水系为主"辅以城市公园水系建设&

其中徒骇河纵贯区境南北"是国内罕见的从城区通往

渤海的千年潮汐古河道"也是一条生态旅游资源异常

丰富的*黄金水道+"城区段河道岸线绿化面积 !&%&

亩"绿化覆盖率达到 %PZ"集景观)市民休闲)城区防

汛于一体"是城市景观和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河)胡营河通过综合治理)河岸绿化美化)与城内公

园水系串联等"现已建成环)线)片结合"水)绿)景相融

的格局"整体景观效果良好"充分展现水清景美的灵秀

风貌&

#$Q$#"亲水景观建设

城区内徒骇河公园)炜烨公园)中心公园等均建有

亲水景观& 徒骇河公园设有大禹广场)儿童广场)渔鼓

广场和姜太公钓鱼岛 ( 大主题"由亭台楼榭)亲水平台

和码头等 #P 座景观建筑组成"是一个集休闲游憩)居

民健身)生态风景)湿地保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滨

水型公园& 炜烨公园面积 !R$P;B

#

"其水域面积占

P$Q;B

#

"建设有音乐喷泉)亲水平台等施舍$中心公园

建有音乐喷泉广场&

#$Q$Q"水利风景区建设

沾化区自 #&!& 年 Q 月起实施了徒骇河思源湖水

利风景区建设工程"景区于 #&!# 年 R 月建成并对游人

开放"同年 S 月"顺利通过山东省水利厅组织的专家评

审"被评为省级水利风景区& 景区上自徒骇河坝上闸"

下至城区橡胶坝"西北至思源湖生态林场"总面积

Q&$POB

#

"水面面积 P$!#OB

#

"绿化面积 !P$%OB

#

& 按照

*先清淤治理"确保防汛安全"再配套建设景观工程"打

造现代生态水系景区+的原则压茬推进"充分体现了生

态保护优先)滨水亲水和谐)功能齐全完善的水利风景

区特色&

#$Q$("观赏性

水是城市之魂"绿是城市之魄"水生态文明城市创

建既要突出城区环境优美风貌又要彰显文化的深厚底

蕴& 城区景观)公园内均建有滨水漫步带)亲水休闲

区)水上观景台)水畔观景等亲水平台"使人水更加亲

近)交融$绿化美化是城市建设的主题"广场绿带)密林

漫步)生态植物园)密林野趣)自然区岸)绿荫台地等景

点景带的建设"使人漫步其中"犹如江南& 冬枣文化)

大禹治水文化是城市景区的重要元素"建有生态枣林)

展览长廊)大禹雕像及广场等景点&

,&结&语

沾化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对实现水资源高

效利用)水工程安全运行)全面改善和提升城市水系生

态环境"实现人水和谐"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了

积极作用"为下一步在全区范围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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