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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淮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致公党中央调研组
(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ꎬ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

要: 淮河流域资源丰富ꎬ人口、城市和产业密集ꎬ是重要的粮食、能源矿产和制造业基地ꎬ淮河流域的经济

社会发展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该文分析了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基
本情况ꎬ总结了淮河流域在推进转型发展方面所取得的经验ꎬ提出了将“ 淮河流域区域经济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ꎻ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ꎬ重视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ꎻ科学规划沿淮重大水利控制性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ꎬ提高淮河
防洪、灌溉、航运等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ꎻ打通淮河出海通道ꎬ发展淮河航运ꎬ建立立体交通走廊ꎻ加大对淮河流域
农业支持力度ꎬ大力发展现代农业ꎻ创新驱动ꎬ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建议ꎮ
关键词: 淮河流域ꎻ生态建设ꎻ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４０４(２０１５)７０－０００１－０７

淮河流域是中国南方与北方的过渡区域ꎬ资源
丰富ꎬ是人口、城市和产业密集地区ꎬ也是典型的传
统农区和华夏文明积淀深厚的地区ꎬ是重要的粮食、
能源矿产和制造业基地ꎬ淮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为了解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基
本情况ꎬ总结淮河流域推进转型发展方面所取得的
经验ꎬ分析淮河流域发展的优势所在和制约因素ꎬ探
寻更高层次发展的有效途径ꎬ提出加快淮河流域经
济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ꎬ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致

公党中央调研组分别赴河南、安徽、江苏开展调研ꎬ
先后考察淮河流域产业、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农业
现代化、水利工程和防洪设施、淮河航运和港口码头
建设以及出海通道等共计 ４５ 个项目ꎬ并召开了 １０

场座谈会ꎮ 根据实地考察调研和座谈交流情况ꎬ综
合分析形成报告ꎮ

１

淮河流域基本情况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ꎬ流经河南、安徽、江

口的 １２.３％ꎬ人口密度大ꎬ平均人口密度 ６１１ 人 / 平

方 公里ꎬ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１２２人 / 平方公里的

４.８ 倍ꎮ 淮河流域安徽段面积占全省面积的一半左
右(７.１ 万平方公里ꎬ５１％) ꎬ拥有全省将近三分之二
的人口(３ ５８０.７ 万ꎬ５８.８６％) ꎬ有 １４ 个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区县ꎻ淮河流域河南段面积 ８.８３ 万平方公里ꎬ

占全省总面积的 ５２.８％ꎬ流域人口占全省的 ５９％ꎬ人
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 ６７５ 人ꎮ

１.２

水系发达

淮河流域河网纵横ꎬ湖泊密布ꎬ水系发达ꎬ仅安

徽境内就有红河、颍河、涡河等 ９ 条主要支流ꎬ茨淮
新河、怀洪新河和新汴河 ３ 条人工河流和瓦埠湖、高
塘湖、香涧湖等 ６ 个大型湖泊ꎬ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
境和经济社会发展ꎬ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ꎮ
１.３

资源丰富
淮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ꎬ开发利用价值较高ꎬ发

展现代能源、化工、原材料工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ꎬ可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ꎮ 如安徽淮

苏三省ꎬ 全 长 １ ０００ 公 里ꎬ 落 差 １９６ 米ꎬ 流 经 河 南

南煤炭远景储量 ４４４ 亿吨ꎬ探明储量 １５３ 亿吨ꎬ占全

米) 、江苏(２００ 公里、落差 ６ 米) 三省ꎬ流域面积 ２７

田之一ꎻ霍邱铁矿石已探明储量 １６.５ 亿吨ꎬ在全国

(３６４ 公里ꎬ落差 １７４ 米) 、 安徽 ( ４３６ 公里ꎬ 落差 １６

万平方公里ꎮ 淮河流域地处中国东中部和南北气候
过渡带ꎬ沟通南北、连接东西ꎬ是国家重要的交通走
廊ꎬ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资源、能源
保障基地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ꎮ

１.１

人口密集
淮河流域人口众多ꎬ总人口 １.７ 亿ꎬ占全国总人

国煤炭储 １９％ꎬ占华东地区的 ３２％ꎬ为中国五大煤
居第五位ꎻ明光市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已勘探查明的凹土
矿床 ５ 处ꎬ储量 ２ ２２０ 万吨ꎬ远景储量约 １.５ 亿吨ꎻ定
远县已探明有岩盐、石膏等 ２３ 个品种ꎬ其中岩盐储
量 ２０ 亿吨ꎬ石膏储量 １０ 亿吨ꎬ年生产规模近 ２００ 万
吨ꎻ凤阳石英石储量超过 １００ 亿吨ꎬ是中国优质石英
砂原料基地ꎮ

２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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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地位突出ꎬ发展潜力大

利用的新路径ꎬ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ꎬ明晰

淮河流域是中国粮食主产区ꎬ粮食产量占全国

“２３４” 产业发展路径ꎬ即:巩固提升煤炭、电力两大

的 １７％ꎬ商品粮占全国 ２５％ꎮ 土地平坦、土壤肥沃ꎬ

支柱产业ꎬ加快发展新型煤化工、汽车以及装备制

湖泊众多ꎬ水面广阔ꎬ为发展规模水产养殖和稳产高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主导产业ꎬ大力培育文化旅

产、集约化、现代化农业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ꎬ发

游、现代医药、光电新能源、绿色有机农产品加工四

展潜力大ꎮ

大高成长性产业ꎻ河南省淮河流域地区形成了淮滨

１.５

文化底蕴深厚

造船、桐柏石材、淮阳塑料制品、息县农副产品加工、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ꎬ淮河流域不少

漯河食品等一批竞争力较强的特色产业集群ꎮ 产业

市县文化源远流长ꎮ 如堪称“ 中华第一古县” 的河

层次不断提高ꎬ如 ２０１４ 年盐城市第一产业实现增加

南省息县是华夏大地上首次实行“ 县制” ꎬ且是唯一
一个历代相沿、不易其名、不改其治的县ꎻ河南淮阳
古称宛丘、陈、陈州ꎬ历史上曾三次建国、五次建都ꎬ
历史长达 ６ ５００ 年ꎻ安徽寿县古称寿春、寿阳、寿州ꎬ
具有 ３ 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ꎬ是楚文化的故乡、中国豆腐
的发祥地和“ 淝水之战” 的古战场ꎮ 淮河文化作为
融合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ꎬ具有
兼容性和过渡性的特点ꎬ孕育出了中华文化奠基人
的老子、庄子、管子、颜回等先哲ꎬ以及 “ 三曹父子” 、
“ 竹林七贤” 等文学艺术的巨擘ꎮ 灿烂的历史文化ꎬ
为淮河流域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

值 ５１６.９ 亿元ꎬ比上年增长 ３.５％ꎻ第二产业实现增
加值 １ ７８４.５ 亿元ꎬ比上年增长 １１.８％ꎻ第三产业实
现增加值 １ ５３４.２ 亿元ꎬ比上年增长 １２.１％ꎬ三次产
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 １３.５ ∶ ４６.５ ∶ ４０ꎬ二三产业比

重提高了 ０.５ 个百分点ꎻ安徽蚌埠市 ２０１４ 年一、二、
三产增加值分别增长 ５.１％、１２％、９.４％ꎬ分别居全省
第 ２ 位、第 １ 位和第 ３ 位ꎻ２０１４ 年河南周口市二三
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７６.９％ꎮ

２.３

水利设施建设稳步推进ꎬ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流域内水利设施稳步推进ꎬ水

产ꎬ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ꎮ

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不断提高ꎮ 一是由水库、河道堤

２

防、行蓄洪区、控制枢纽等防洪工程措施与防汛调度

２.１

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淮河流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ꎬ区位优势明显ꎬ发展潜力巨大ꎮ 近年
来ꎬ淮河流域在国家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崛起
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等政策的支持下ꎬ受东

指挥系统等非工程措施共同组成的流域防洪除涝减
灾体系基本形成ꎮ 流域内建成水库 ５ ７００ 多座ꎬ总
库容 ３００ 亿立方米ꎬ建成各类堤防约 ５ 万公里ꎬ建成
覆盖流域 １１ 个省辖市、９２ 个县( 市、区) 、４１３ 个重
点乡镇和 ６４ 个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防汛视频会商
系统ꎮ 这些设施的建设ꎬ大大提高了淮河流域的防

部长三角地区、皖江城市带ꎬ中部中原城市群等辐射

洪标准ꎬ防汛抗旱减灾能力显著增强ꎬ减少了灾害的

带动ꎬ流域经济平稳增长ꎮ 如 ２０１４ 年江苏省盐城市

发生ꎬ改善了水质ꎬ提高了淮河水资源利用效益ꎬ为

成地区生产总值 ２ ４５５.４ 亿元ꎬ同比增长 １０.９％ꎻ安

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ꎮ 二是农田水利基本

长 １０.１％ꎻ阜阳全年生产总值 １ １４６ 亿元ꎬ比上年增

发展万亩以上大中型灌区 １５１ 处ꎬ灌溉机电井保有

增长 ９.１％ꎬ漯河市生产总值 ９５２.３ 亿元ꎬ增长 ９.２％ꎬ

积达到 ４ ６１０ 万亩ꎬ为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有效保

ＧＤＰ 为 ３ ８２５.６ 亿元ꎬ比上年增长 １０.９％ꎻ淮安市完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生活改善和

徽蚌埠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１ １０８.４４ 亿元ꎬ同比增

建设不断推进ꎬ农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ꎮ 如河南

长 ８.６％ꎻ河南周口全市生产总值 １ ９９２.１ 亿元ꎬ同比

量 ７１.４ 万眼ꎬ灌溉面积 ４ ７０６ 万亩ꎬ其中有效灌溉面

信阳全市生产总值 １ ７５７.３４ 亿元ꎬ增长 ８.９％ꎮ

２.２

障ꎮ 三是水资源保障能力不断提高ꎬ水资源调控能

产业结构转型优化ꎬ层次不断提高

力得到增强ꎮ 淮河流域河南段兴建了一批蓄水、引

近年来ꎬ淮河流域各地区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

水、提水、调水及地下水供水工程ꎬ年供水能力达到

系ꎬ以优化提升产业产品结构为重点ꎬ结合淮河流域

１６９ 亿立方米ꎬ初步形成供水保障体系框架ꎻ南水北

产业发展不同特点ꎬ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产业转
型和优化ꎮ 如安徽淮南市积极探索传统资源多功能

调中线工程通水后ꎬ淮河流域分水 １２.２５ 亿立方米ꎬ
安徽引江济淮工程已得到国务院的批准ꎬ在未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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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缓解淮北的用水问题ꎮ 四是民生水利大力推
进ꎬ有效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ꎮ 淮河流域河南段

２.５

３

创新驱动发展呈现亮点
淮河流域各地区多年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ꎬ效

已建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０.７９ 万处ꎬ解决饮水安全

果显著ꎮ 安徽蚌埠市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水安全人口 ２ ４８４ 万人ꎬ共计 ３ ８１５ 万人的饮水安全

此成为淮河流域安徽境内 ８ 个城市中转型效果最

２.４

生态建设加强ꎬ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突出

权试点城市、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市、国家科技兴贸出

多年来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重视生态环境保

口创新基地、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核心城市

护ꎬ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ꎬ成效明显ꎮ 一是实施生

等平台和荣誉ꎮ 淮南市注重协同创新ꎬ不断强化企

态建设工程ꎬ改善生态环境ꎮ 安徽阜阳市的颍上县

业创新主体地位ꎬ努力建设各类创新载体ꎬ组建国家

人口 １ ３３０ 万人ꎬ分散式供水工程 ６２４ 万处ꎬ解决饮

略ꎬ科技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ꎬ也因

得到保障ꎬ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 ６０％以上ꎮ

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并获得了国家知识产

近年来启动实施了颍河故道改造工程、滨湖大道暨
滨河公园建设工程、五里湖生态湿地公园建设工程
等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ꎬ大大改善了县城的生态环
境ꎬ八里河风景区也成为安徽皖北地区唯一一家荣
膺国家 ５Ａ 级景区称号的旅游区ꎻ河南信阳、周口等

地开展淮河水源涵养林、淮河生态防护林、干流防护
林带、淮河源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ꎬ加强湿地保护与恢复ꎬ提高淮河流域水
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ꎮ 二是生态治理采煤沉陷
区ꎮ 安徽省淮南市凤凰湖新区采煤沉陷安置区实现
了集中式搬迁、发展式安置、开发式治理ꎬ成为安徽
最大的采煤沉陷安置区和民生示范工程ꎻ阜阳市颍
上县利用安徽淮南矿业集团谢桥矿沉陷区的旧沟
塘、旧宅基地等进行开发的迪沟生态园ꎬ建成了集住
宅、商贸、生态旅游于一体ꎬ以采煤沉陷搬迁安置为
主体的现代化新城镇ꎬ创建了迪沟模式ꎮ 三是开展

级科技创新平台 ４ 个ꎬ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１７

家ꎬ省级实验室 ２ 家ꎮ 江苏省盐城市以创新驱动发

展为核心战略ꎬ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ꎬ国家创
新型试点城市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取得新
进展ꎻ获批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城市ꎻ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建设通过验收ꎬ专利申请首次突
破 ２ 万件ꎻ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首次突破 ２ ０００ 亿元ꎬ
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达 ３０％以上ꎮ

２.６

现代农业水平不断提高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ꎬ淮河流域农业现

代化水平不断提高ꎬ主要表现在:一是农田生产基础
设施进一步改善ꎮ 启动实施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
工程ꎬ通过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
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建设ꎬ夯实了农业生产基础ꎬ为
现代农业生产创造条件ꎮ 如淮河流域河南段有 ５３

个县为高标准粮田 “ 百千万” 建设工程项目县ꎬ 自

淮河流域综合整治ꎬ全面推进治污减排工程建设ꎮ

２０１２ 年启动实施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 建设工程到

河南省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ꎬ连续 ９ 年把淮河流域作为重

年抗旱夺丰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二是农业机械化

点进行环境综合整治ꎬ关闭取缔重污染企业ꎬ实施工
业点源深度治理和入河排污口截污导流ꎬ对重点河

２０１４ 年底ꎬ共建成高标准粮田 ２ ３２０ 万亩ꎬ在 ２０１４

水平显著提高ꎮ ２０１４ 年ꎬ江苏省盐城市农机化总投

段实施了生态修复ꎻ２００７ 年底前在全国率先实现了

入达 １１.３ 亿元ꎬ用于农业机械的投入达 ９.７１ 亿元ꎬ

县县建 成 污 水 处 理 厂 和 垃 圾 处 理 厂ꎻ 在 ２０１１ 至

９９.８％ꎬ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达 ８１. ３８％ꎻ淮河流域

支持ꎬ共建设淮河流域污水处理设施 ８１ 个ꎻ淮河流

机械化水平达 ９５％以上ꎬ为河南省粮食生产连续 １１

２０１５ 年间ꎬ通过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域所有县( 市) 基本形成“ 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理”

农 机 总 动 力６３５ . ２ 万 千 瓦 ꎬ 全 市 小 麦 机 收 水 平 达
河南段农机总动力达到 ６ ６２７.２４ 万千瓦ꎬ小麦全程
年增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三是农业生产组织化程

的生活垃圾收集处理体系ꎮ 四是加大环保执法力

度不断提高ꎮ 流域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种养大

度ꎮ 河南省环保部门严格项目审批ꎬ做好源头污染

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发展迅

控制ꎬ有效控制了新污染源产生ꎻ通过封堵截污、限

速ꎬ初步形成了以农户经营为基础、多种新型经营主

产限排、关闭污染企业等措施ꎬ对沙颖河、贾鲁河、洛

体合作与联合、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

河等河流进行了环境综合整治ꎬ有效遏制了污染现

经营体系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安徽淮南市专业合作社达

象发生ꎮ

１３ ８ ３ 个 、 家 庭 农 场 ２ ９ ６ 个 ꎬ 各 类 农 业 社 会 化 组 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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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８４ 个ꎻ 阜阳市农民专业合作 组 织 发 展 到 ６ ４４０

个ꎬ注册家庭农场 １ ６３０ 个ꎮ 四是农业产业化发展

加快ꎮ淮河 流 域 河 南 段 农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已 达
３ ９３９ 家ꎬ其中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４８８

家ꎬ拥有全国重要的肉类、速冻食品、面制品生产加
工基地ꎬ形成了小麦、大豆、油料、玉米、肉类加工等
为主体的五大产业链条ꎮ

２.７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ꎬ取得突出成效ꎬ拥有国家
４Ａ 级景区 ２ 处ꎬ是安徽省 ７ 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ꎬ
长三角地区百佳旅游休闲名城ꎮ

３

３.１

淮河流域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淮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ꎬ流域农

内河水运发展步伐加快

业比重大ꎬ行蓄洪区和生态保护区开发限制多ꎮ 虽

淮河水运是沿淮经济发展动脉ꎬ淮河运输能力

然从纵向来看ꎬ区域经济得到较快发展ꎬ但是横向比

仅次于长江、京杭大运河、珠江发展潜力巨大ꎮ 近几

较ꎬ淮河流域的地区经济发展皆落后同省的其他地

年来ꎬ淮河航运发展迅速ꎬ表现在:一是上游河南境

区ꎮ 从 ２０１４ 年数据来看ꎬ淮河流域安徽段除宿州、

内淮河水系的沙颖河周口以下、淮河淮滨以下航道
具备常年通航 ５００ 吨级单船、万吨船舶拖队的能力ꎬ
已实现全年通航ꎬ并可通江达海ꎻ ２００９ 年后ꎬ港口吞

吐量持续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 ( ２００９ 年 ５０ 万吨ꎬ

２０１０ 年 ８６ 万吨ꎬ２０１１ 年 １２０ 万吨ꎬ２０１２ 年猛增到
４１５ 万 吨ꎬ ２０１３ 年 ５６０ 万 吨ꎬ ２０１４ 年 达 到 ６４７ 万

吨) ꎬ５ 年增长了 １２ 倍ꎻ水路运输在区域综合运输体
系所占比重逐年增加ꎬ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
用日益显现ꎮ 二是淮河中游安徽蚌埠境内已形成

蚌埠、滁州等市的 ＧＤＰ 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以
外ꎬ亳州市、阜阳市、六安市、淮北、淮南等 ５ 个地市
的 ＧＤＰ 增速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ꎬ淮南市还出现了
负增长ꎬ 亳 州 市、 阜 阳 市、 六 安 市 ２０１４ 年 的 人 均
ＧＤＰ 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ꎮ 淮河流域河
南省的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四市 ２０１４ 年地方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为 １００.７５、８０.３３、９０.９５、８５.６５

亿元ꎬ分别占全省 ３.６％、２.９％、３.３％、３.１％ꎻ信阳市

是全国贫困面积较大、贫困人口较集中的地区之一ꎬ

“一干三支” 相通的高等级航道ꎬ淮河干流三级航道

目前仍有潢川、淮滨、光山、新县、商城 ５ 个县属于大

“ 三支航道” 全年通航ꎻ具有成为国际化港口航运条

城市 ＧＤＰ 排名中ꎬ地处淮河流域的盐城排第 ７ 名ꎬ

可供千吨级船舶常年通航ꎬ涡河、浍河、茨淮新河等
件的蚌埠港已建成ꎬ水运辐射半径 ５００ 公里ꎻ江苏盱

别山连片特困扶贫开发重点县ꎮ 江苏省 １３ 个主要
宿迁、连云港、淮安分别排倒数第一、二、三名ꎮ

眙 － 蚌埠 － 正阳关已具备提升为二级航道的条件ꎮ

３.２

量逐年增长ꎬ淮河入江水道与里下河地区航道网基

势严峻ꎬ过半河流的水质尚未达到功能区水质目标

本可实现互联互通ꎬ其中京杭运河苏北段达二级标

要求ꎬ水生态系统受损严重ꎬ枯水期更加明显ꎮ 二是

准ꎬ年货运量超过 ２ 亿吨ꎻ连申线航道全线达四级以

淮河流域跨界污染问题突出ꎮ 部分省控河流水质断

三是下游江苏境内淮河流域航运条件日趋完善ꎬ运

水环境容量极为有限ꎬ环境保护任务艰巨
一是淮河流域水环境容量极为有限ꎮ 水污染形

上标准ꎬ年货运量超过 ２ ５００ 万吨ꎻ通扬线航道现状

面的指标时有超标ꎬ上游污水严重影响南水北调东

通航条件略差ꎬ大多为五级及以下标准ꎬ但运输比较

线工程输水水质ꎮ 三是农村面源污染严重ꎮ 种植

繁忙ꎬ年货运量超过 ４ ０００ 万吨ꎮ 淮河出海航道淮

业、养殖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未能得到及时处置

少ꎬ通航河段运输繁忙ꎬ如高良涧船闸 ２０１３ 年全年

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的局面ꎻ规模化养殖场区产生

５ ０８２ 万载重吨ꎬ近十年年均增长 １０.９％ꎮ

困难等实际问题ꎮ 四是企业违法排污现象时有发

河干流段水域宽阔ꎬ 水深大多达 ２. ５ 米ꎬ 跨河桥梁

和有效利用ꎬ呈现出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

通 过 船 舶１４ . ７ 万 艘 ꎬ４９６２ 万 载 重 吨 ꎬ２０１４ 年 通 过

大量污水ꎬ面临场户多、资金缺、设施陈旧老化、监管

２.８

文化保护传承成效显著

生ꎮ 部分排污企业环境意识和环保法制观念淡薄ꎬ

淮河流域历史源远流长ꎬ文化底蕴深厚ꎬ多年来

建成的治污设施有时不正常运转ꎻ一些新建项目不

各级地方注重文化保护和传承ꎬ成效显著ꎮ 如安徽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 制度ꎬ一些新、

省六安市寿县ꎬ是国家历史古战场ꎬ文化名城、中国

扩、改重污染项目不依法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ꎮ

书法之乡ꎬ拥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６ 处ꎬ省级重点文

六是环保执法能力弱ꎮ 由于财政困难ꎬ致使环保部

保单位 ９ 处ꎮ 近年来ꎬ寿县结合文化的传承和保护ꎬ

门资金难以得到足额保证ꎬ执法及监测设备落后ꎬ执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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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力十分有限ꎮ

才缺乏ꎬ农业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ꎬ与发

３.３

水利设施基础薄弱ꎬ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展现代农业不适应ꎮ 三是农村金融保险服务滞后ꎮ

由于多种原因ꎬ淮河流域自我恢复以及自我调

当前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

节能力较差ꎬ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资源分配

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蓬勃发展ꎬ对于资金

不均ꎮ 在水资源配置方面ꎬ淮河流域水资源总量少ꎬ

和保险需求较强烈ꎬ但是融资难、额度小、手续繁、保

受降雨量季节性分布严重不均影响ꎬ７０％ 左右的径

额低等制约问题严重ꎮ

流集中在汛期 ６ － ９ 月ꎬ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
灾ꎮ 水资源分布不均ꎬ促使水资源短缺的形势更加

３.６

三次产业结构层次偏低ꎬ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

大

突出ꎬ比如蚌埠市就是资源型缺水、工程型缺水和水

淮河流域是典型的农区ꎬ农业地位较高ꎬ二三产

质型缺水兼有的缺水型城市之一ꎬ全市人均占有水

业发展缓慢ꎬ产业结构层次偏低ꎮ 以安徽省为例ꎬ从

资源量约为 ５５０ 立方米ꎬ不足全省的 １ / ２ꎬ不足全国
的 １ / ４ꎻ二是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尚不健全ꎬ调蓄和

水系互联互通尚显不足ꎬ排涝体系不够完善ꎬ粮食稳
产高产的水利基础不牢ꎬ应对特大干旱能力亟待提
高ꎬ急需实施一批水资源调配工程ꎬ恢复、改善和提

表 １ 可以看出ꎬ淮河流域安徽段除了淮南市、淮北市
第一产业不超过 １０％以外ꎬ其他 ６ 个地市的第一产
业比重都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ꎬ其中亳州、宿州、阜
阳最高ꎬ都将近或超过 ２５％ꎮ
表１

高已有灌区功能ꎻ三是流域防洪能力相对不足ꎬ淮河
是中国大江大河中唯一没有建设有效控制性工程的
河流ꎬ上游拦蓄能力不足ꎬ中游行洪滞缓ꎬ下游出路
不畅ꎻ四是淮河沿岸无序占用以及闸坝过多ꎬ导致河
流自身生态功能严重受损ꎮ
３.４

城市

三次产业比重

淮北

８.００ ∶ ６６.９ ∶ ２５.１

淮南

８.８０ ∶ ５７.４ ∶ ３３.８

２４.０ ∶ ４２.１ ∶ ３３.９

六安

蚌埠

２４.１ ∶ ４０.１ ∶ ３５.８
１６.４ ∶ ５１.６ ∶ ３２.０

全省:１１.５ ∶ ５３.７ ∶ ３４.８

道的通达性不足ꎮ 一方面表现为多个航道间的联网
通达性不够ꎬ现有的航道等级低、通航设施规模小、

三次产业比重

宿州

淮河航运发展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出海航

(２０１４ 年)

城市
亳州

航运基础设施落后ꎬ建设发展协调难度大

淮河流域安徽段 ８ 市的三次产业结构

滁州
阜阳

１８.４ ∶ ５３.５ ∶ ２８.１
２０.３ ∶ ４７.５ ∶ ３２.２
２５.３ ∶ ４１.１ ∶ ３３.６

资料来源:各地市年度统计公报ꎮ

碍航桥梁多ꎻ另一方面表现为航道与港口衔接不够ꎬ
未能实现河海通达联运ꎮ 目前连云港徐圩港区、盐

安徽省两淮煤矿是中国主要煤炭基地之一ꎮ 近

城港大丰港区规划有疏港航道ꎬ其他港口还没有疏

年来ꎬ随着开采速度的不断加快ꎬ带来一系列的严重

港航道ꎬ不能很好地发挥水运的优势ꎮ 二是港航基

问题:一是资源不断枯竭ꎬ资源可利用年限不断缩

础设施落后ꎮ 港口规模偏小ꎬ功能不完善、航道与河

小ꎻ二是煤炭开采不断导致沉陷区的形成ꎬ不仅破坏

闸不配套、航道等级偏低、高等级航道里程短及大型

了耕地ꎬ也破坏了生态环境ꎻ三是单一煤炭的开采ꎬ

专业化泊位少ꎮ 三是缺乏统筹发展和整体规划ꎬ建

导致资源型城市陷入发展困境ꎬ出现了“ 矿竭城衰”

设发展协调难度大ꎮ 内河水运建设发展涉及水利、

的局面ꎬ淮北市已经列入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ꎬ

国土、环保、城市发展等方面ꎬ受部门、地方对水资源
的不同需求驱动ꎬ造成在水资源开发中统筹兼顾难
度加大ꎮ
３.５

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薄弱ꎬ障碍因素突出

２０１４ 年淮南市出现了 ＧＤＰ 负增长的状况ꎬ由于对
于煤炭等资源的依赖度较高ꎬ产业转型压力大ꎮ

４

加快淮河流域发展对策建议

一是淮河流域农业基础薄弱ꎬ气候变化的不确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ꎬ推动淮河流域的经济社会

定性大ꎬ旱涝灾害频繁、病虫害多发、耕地质量偏低ꎬ

发展ꎬ有利于通过转变理念彻底根治淮河水患和实

难于抵御多发频发的自然灾害ꎬ制约着流域现代农

现全流域脱贫ꎬ加快推进淮河流域、大别山连片扶贫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ꎮ 二是现代农业建设缺职业农
民、缺管理人才ꎮ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
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ꎬ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实用人

地区人民脱贫致富ꎬ使占全国 １ / ８ 的人口同步实现
小康ꎬ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ꎮ 推动淮河
流域全面崛起ꎬ使之成为中国新一轮全面振兴东中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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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经济发展的增长

一是结合淮河流域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需

极ꎬ有利于促进长三角一体化、皖江城市带、中原经

要ꎬ科学规划沿淮重大水利控制性工程和基础设施

济区、江苏沿海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有机衔接ꎬ有利于

项目ꎬ并将其纳入国家相关部门“ 十三五” 规划ꎮ 包

淮河流域成为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两
大发展战略的腹地ꎮ 具体建议如下:

４.１

括:１.开展洪泽湖生态清淤扩容工程ꎬ扩大洪泽湖库
容能力ꎬ提高洪泽湖的防洪能力和通航等级ꎬ为二级

将“ 淮河流域区域经济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

航道上溯至安徽创造条件ꎻ２. 尽快开展引江济淮工

一是协调沿淮各地政府ꎬ科学制定区域发展规

程等跨区域调水工程建设ꎬ加快推进淮水北调工程ꎬ

划ꎬ并给予政策扶持ꎬ特别是在重大项目安排上予以

开展集水、节水工程ꎬ保障皖北地区城市生活与工农

支持ꎬ将淮河流域建设成为中国第三条出海“ 黄金

业用水ꎻ３.开展淮河行蓄洪区调整改造、淮河下游主

水道” 和新的经济增长极ꎻ二是建立流域合作协调

要行洪通道堤防达标及河道治理、重点平原洼地排

发展机制ꎬ建立推动淮河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部

涝等治淮新三项工程ꎻ４.结合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ꎬ

际、省际联席会议制度ꎬ协同规划与推进淮河流域的
经济社会发展、防洪、航运、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ꎻ三
是坚持治理与利用、保护与开发、中央与地方、输血
与造血相结合ꎬ以生态安全为生命线ꎬ依托淮河“ 黄
金水道” ꎬ带动流域以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ꎮ

４.２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ꎬ重视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保护
一是从国家层面确立跨省生态补偿机制ꎬ建立
出省断面水质考核标准ꎬ并实施严格的上下游生态
补偿机制ꎻ二是加大对淮河治理、淮河流域生态保护
项目的支持力度ꎬ将其列入相关部门的“ 十三五” 规
划ꎮ 包括:１.加强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加快城乡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和升级改造工作ꎻ２. 加大
对淮河流域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投入力度ꎬ开展垃
圾无害化处理ꎬ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ꎬ推动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ꎻ３.实施小流域系统综合治理ꎬ强化
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ꎬ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ꎬ持续改善淮河流域水质ꎻ４.加快淮河干支流
湿地保护ꎬ整治沿河岸边无序占用ꎬ提升淮河流域的

规划建设平原水库或生态湖泊ꎬ推进两淮采煤沉陷
区综合治理与利用ꎬ切实解决居民搬迁、生态修复和
水系统疏通问题ꎻ５.支持灌区建设ꎬ将怀洪新河大型
灌区建设、周口枢纽灌区改造、新建项城灌区等列入
国家治理或建设规划ꎮ 二是综合考虑协同发展效
益ꎬ加大国家对上游水利建设的投入ꎬ减少上游地方
配套ꎬ建立全流域配套机制ꎮ
４.４

打通淮河出海通道ꎬ发展淮河航运ꎬ建立立体

交通走廊
一是在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批准的淮河入海水道二

期水利工程中ꎬ同步进行淮河出海航道建设ꎬ按二级
航道等级规划ꎬ现阶段实施三级航道建设ꎬ并与沿海
港口尤其是地理位置最近的滨海港疏港内河航道衔
接ꎬ实现河海通达联运ꎻ二是开展淮河航道网络规划
建设ꎬ推进淮河干线航道与支线航道系统治理ꎬ进行
碍航闸坝、桥梁等碍航设施升级改造工程ꎻ三是加强
港口及港口物流园区的规划和建设ꎬ拓展港口服务
功能ꎻ四是规划建设沿淮高速公路和铁路ꎬ构建干支

生态承载能力ꎮ 三是将淮河流域更多的大型水库列

衔接、内联外畅的现代化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ꎬ增强

入国家江河湖泊生态专项ꎬ逐步提高国家级公益林

公路、铁路、水运线路的连接能力和路网整体服务功

和森林管理补贴的中央财政标准ꎬ加快建立公益林

能ꎻ五是开展蚌( 埠) 淮( 南) 一体化城际轨道、皖北

补偿稳步增长机制ꎬ加大现有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力

国际机场等项目前期研究论证工作ꎬ研究建设沿淮

度ꎬ提高淮河流域现有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标准ꎮ 四
是增强环保法制观念ꎬ加大环保执法力度ꎬ对新建项
目、改扩建项目和重点污染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和“ 三同时” 制度ꎻ加大对省、市、县三级环
境监测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ꎬ改善监测设备ꎬ提高监
测技术和水平ꎬ提高流域环境保护执法能力ꎮ

４.３

盐卤、成品油、ＬＮＧ( 液化天然气) 、碱液管道运输网
络ꎮ
４.５

加大对淮河流域农业支持力度ꎬ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
一是重点支持淮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ꎬ加快推
进淮河流域低洼地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ꎬ实施耕地

科学规划沿淮重大水利控制性工程和基础设

质量提升工程ꎬ开展淮河流域小麦中低产变中高产

施项目ꎬ提高淮河防洪、灌溉、航运等水资源综合利

建设工程ꎬ建设跨区域重大病虫害应急防控体系ꎻ二

用水平

是推进农业生产生态化ꎬ加强农产品生产基地环境

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加快推进淮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７

安全的监测与监管ꎬ加强对农用化学品施用规范管

机食品加工等高新技术产业ꎬ打造若干高新技术产

理ꎬ大力推广使用节地、节水、节肥等新技术、新措

业发展基地ꎻ二是利用淮河流域丰富的优势资源ꎬ发

施ꎬ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

展新型绿色煤制油 ( 气) 等煤电化产业、 盐化工 产

要求的技术体系ꎻ三是整合涉农投入资金ꎬ变各涉农

业ꎬ非石油路线烯烃产业ꎬ打造金属、煤化工、凹土、

资金部门管理机制上纵横交错、各自为政和农业投

硅基等新材料产业集群ꎻ三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

入资金安排使用上条块分割、交叉分散为集中投入ꎬ

农业转移ꎬ大力发展观光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

将各级各类各项农业投入向农业基础设施、农业优

循环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ꎻ四是创新旅游业态ꎬ利用

势产业等重点倾斜ꎬ充分发挥农业投入的聚集效益

淮河大湿地ꎬ大力发展以文化、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

和规模效益ꎻ四是加快涉农金融改革创新ꎬ出台相关

业ꎬ实施文化创意战略ꎬ推动文化产业发展ꎮ

政策ꎬ完善农业投资融资体制ꎬ拓宽农业融资渠道ꎬ
以财政资金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现代农业建设ꎮ
４.６

( 本次调研得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

创新驱动ꎬ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委、科技部、环保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的大力

一是充分发挥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的平台作

支持和参与ꎬ还得到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省委、省

用ꎬ大力发展智能终端、智能语音、云计算和软件、新

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与支持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设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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