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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作为国家资源枯竭城市，如
何转型发展，开启产业转型升级新征
程？江豚保护区是铜陵生态持续向
好的见证，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铜陵
市市长胡启生带来了多份建议，为铜
陵转型发展和生态强市献计献策。

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需
上下联动

铜陵因铜得名、以铜而兴，素有
“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称，是
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升级，
一直是摆在铜陵当政者面前的重要
课题。

据胡启生介绍，近年来，铜陵在
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以产业延伸
和产业替代相结合发展新兴产业、以
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向中高端转型升
级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资源型城
市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连续四年获
得国家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绩效评估
优秀等次，全国唯一；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2015年度获国务院大督查
通报表扬；支持传统产业改造 2016
年度获国务院通报表扬。

胡启生同时也提到，和其他资源
型城市一样，铜陵产业转型升级也面
临诸多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性矛盾和
新旧动能转换压力大，资源环境矛盾
和生态环境治理压力大；财政收支矛
盾和债务风险防控压力大等。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需
要上下联动，合力推进。目前，国家
发改委已经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专
项，其他配套政策尚未明确，不利于
示范区及早形成示范效应。”胡启生
建议：设立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投资基金，重点支持示范区重大
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公共服务平
台、创新能力建设。同时，支持入列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资源枯竭城
市创建可持续发展示范市，支持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特别是工矿城市
生态环境治理。

突出长江大保护 争创生态园
林城市

2017 年，铜陵市坚持不懈优化
生态环境，推进“蓝天、碧水、净土”工
程，成为全国环境治理项目推进快，
重点区域大气、重点领域水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的4个城市之一，绿色发展
取得重大突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城市
最亮丽的名片，也是城市的核心竞
争力。”据胡启生介绍，为打造生态
文明建设新样板，2017 年铜陵市全
力打好生态环保“五大战役”。铜
陵空气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平
均 浓 度 较 2013 年 分 别 下 降 57.8%
和 11.1% 。 主 要 水 体 水 质 保 持 良
好，三个国控、四个省控江河湖泊
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三
类水质标准，县城及以上集中式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保 持
100%。全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

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三项指标均居全省前列，
森林覆盖率达 35.9%，被评为国家
森林城市。

“今年我们将实行更严格的投资
项目环境准入制度，加强环境污染综
合治理。”胡启生表示，2018 年铜陵
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突出长江生态大保护，
启动沿江重化工业搬迁改造计划。
巩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加强湿
地保护修复，基本建成大铜官山公
园，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江豚保护区的建设管理需完
善、调整

江豚是铜陵生态的名片，江豚保
护也是胡启生十分关注的议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长江江
豚种群量快速衰减，目前只有 1000
头左右，江豚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提
升为一级。为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管
理，长江中下游先后建立了9个豚类
自然保护区。

“在长江铜陵段，近期有群众发
现过至少两个江豚族群，有的家族
有三四名成员，都是野生的。这在
以前很罕见，体现了近年来中央部
署的长江生态保护工作初见成效。”
胡启生认为，保护区的建立，在保护
长江江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在建设管理等方面仍需给予更多的
支持和关注。

“以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为例，一是管理体制未理顺，二是
经费投入难保障，三是补偿机制不健
全。”胡启生建议，针对位于长江开放
性水域内江豚这一特殊保护对象，制
定专门规章，明确保护区管理机构的
性质、职责、管理权限，解决交叉重
叠、多头管理问题，建立区域联动、部
门协同、社会监督的管理格局。同
时，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分类处
置历史遗留问题。“在定期开展江豚
保护区管理评估的同时，科学评估江
豚保护区设立前已存在的港口码头、
水上加油站、江心洲上居民及农业活
动对江豚的影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明确分类处置和管理要求，为完
善规划、调整范围、科学管护、强化监
管提供依据。”

黄山，既是徽商故里，又是徽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境内更有蜚
声中外的黄山景区。黄山的全域
旅游资源丰富，美丽的自然景观、
丰富的历史文化，黄山的发展始
终是安徽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今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山
市市长孔晓宏无论在会场，还是
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都不遗
余力地为黄山的发展、为安徽的
发展建言献策。

建议从国家层面完善生态
补偿机制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
部对于黄山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
都给予了支持，黄山也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在区域的战略规
划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孔晓宏
说道。据他介绍，目前，黄山设立
了诸多国家级的战略平台，如皖
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等。“尤其是
2012 年建立的中国第一个跨省
行政区域，即新安江补偿机制，实
施了两轮后取得了非常好的成
效，第三轮的协议也在积极推进
中。”孔晓宏说，如今，新安江探索
机制也在全国其他流域积极试点
示范。

“本次两会，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也首次明确提出要完善和
深化生态补偿机制。”为此，孔晓
宏建议，从国家层面完善生态补
偿机制的专项基金，积极推动新
安江上下游的建设。其次，孔晓
宏认为，原先的试点期限为三年
一轮，他希望可以扩大年限，建立
实施常态化的协调机制，保证机
制的进一步完善，“毕竟流域的治
理有长期性、复杂性、甚至反复
性，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指导非常
重要。”

黄山着力打造世界一流旅
游目的地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而黄山是安
徽乃至中国旅游发展的一块金字
招牌，在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发
挥了龙头带动作用。对此，孔晓宏
认为，要全面推动黄山旅游的品质
革命，深入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
示范区建设。“要以国际化标准抓
好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以高标准
打造黄山国际小镇，推动山上山下
联动发展。中国旅游，黄山再出
发，我们正着力打造世界一流旅游
目的地。”孔晓宏说。

孔晓宏建议，要按照高质量
发展要求，大力发展优质旅游，
积极开展西递宏村、古徽州文化
旅游区等重点景区提质增效行
动。他认为，要突出业态创新，

深入实施“旅游+”发展战略，推
动旅游与农业、工业、科技、文
化、体育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
修学研学、摄影写生、户外运动、
健 康 养 生 旅 游 等 多 元 化 、个 性
化、体验式新兴产品，进一步打
响“徽州民宿”品牌，推动观光旅
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

此外，游客的体验和旅游产
品质量、旅游环境等也是黄山旅
游的重要考核标准。在环境优化
方面，孔晓宏表示，黄山市将启动
第二轮旅游厕所新三年行动计
划，完善全域旅游标准化体系和
旅游综合管理机制，着力提升游
客满意度。

推进智能化审判 加大对生
态损害的公益诉讼

除了全域旅游和生态保护机
制，地方的司法工作也是孔晓宏
关注的重点。结合“两院”的工作
报告和地方工作实际，孔晓宏总
结了基层司法工作的困难所在。
比如，“案多人少”是最突出的特
点，“今年黄山市的两会，我们法
院院长做报告时就说道，多位法
官人均年办案 400 多件，压力非
常大，我建议实实在在去解决这
个问题。”孔晓宏说道。此外，他
认为，“积案多，执行难”，也是影
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的一大
因素。

此外，孔晓宏还建议，要深入
推进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黄山
市也是省高院和司法厅化解矛盾
纠纷的试点城市，我们正在积极
推进这项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孔晓宏还表示，信息化建
设和智能化建设是司法公开和廉
政执法最有力的抓手，“必须要加
大智能化建设，推进审判体系和
审判能力现代化。”

此外，孔晓宏还以黄山为例，
建议积极推进环保方面的公益诉
讼，加大对生态损害的惩治力度
等，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的完整司
法体系和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铜陵市市长胡启生：

转型升级
刷新“铜都”老面孔

全国人大代表、黄山市市长孔晓宏：

创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
黄山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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