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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60年代起，珠海开
始肩负起向澳门供水的任务。时
至今日，珠海每天向澳门输送原
水约28万m3。

为了保障珠海和澳门的供水
安全，在中央和广东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珠海先后于1960年建
成竹仙洞水库、银坑水库，1978
年10月及1980年9月建成珠海
夏湾加压站、南沙湾抽水站，将珠
海香洲大镜山水库和前山水道的
水引至夏湾加压后输送澳门。从
1984年起兴建珠海对澳门供水
工程，将珠江水从西江磨刀门水
道引至竹仙洞水库后，经输水管
道直供澳门青洲水厂。2001年，
完成竹仙洞水库大坝加固工程，
广昌泵站建成运行；2004年建设
了裕州泵站，抽取内河涌库存水。

为了解决咸水问题，2006
年，又建成珠澳咸潮期应急供水
工程，舒缓两地咸潮影响。2008
年，日供水能力达30万m3的对
澳门供水第三条水源管工程正式
通水。2011年，珠澳瞩目的竹银
水源工程建成并蓄水运行，库容
量达到4330万m3，调节库容为
4011万m3，为保障澳门、珠海供
水的安全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自2006年起，珠澳两地已不

再喝咸水净化水，特别是随着竹
银水源系统的投入使用，极大缓
解了咸潮期供水紧张的局面，有
效保障了对澳供水安全。

经过多年努力，珠海逐步建
成由五部分组成的完整的水源供
应系统，构成“江水为主、库水为
辅、江库连通、库库连通、科学管
理、统一调度”的珠澳供水一体化
格局。

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
点期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珠
澳两地的供水安全，多措并举提
高应对咸潮能力。

一是严格依法保护饮用水源
地，加强饮用水源地生态建设与
水体生态修复。先后在饮用水源
地保护区范围内建设生态屏障，
营造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
止水土流失造成泥沙对于河流、
水库的淤积，减少污染物入河量；
研究供水水库的富营养化状态，
针对不同的污染特征，制定相应
的水体修复方案等。

二是加强水源到供水系统的
联网联动。试点期还实施平岗-
广昌原水供应保障工程。工程建
设完成将改变平岗泵站长距离单
管供水局面，提升澳供水安全保
障能力。

试点期，还开展了永丰社区
一期自来水管改造工程，有效解
决永丰社区新村等4条村95户
农户供水问题。

三是加强与珠江防总、省防
总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水雨情，
制定咸期补水计划和咸期供水调
度预案。加强与上游各大水库、
电站的沟通，实时跟进，抢抽淡
水，及时补库，应对咸潮。

近三年，珠海地表水环境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和近岸海域环境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珠海良好的生态环境赢得了
各界高度肯定。珠海先后荣获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

“中国和谐名城”“国家生态市”
“国家森林城市”等一系列荣誉称
号。2017年，更斩获首批“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全国

“2017美丽山水城市”和“中国生
态文明奖”等。

珠海市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
文明城市，不仅为珠海市建设珠
江西岸核心城市、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生态文明新特区提供了更
强支撑，也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特别是滨海城市的水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示范与借
鉴。

多措并举解决咸水问题
保障珠澳两地饮水安全

守护青山绿水建设生态文明
——珠海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成绩斐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
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
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
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
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建
设提升到新的高度，为未
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
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为珠江西岸重要的核心
城市，珠海素有“百岛之市”之
称，拥有大小岛屿217个，海岸线
691公里，是珠三角海洋面积最
大、岛屿最多、海岸线最长的城
市。珠海位于珠江出海口西岸，

“五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
门、崖门、金星门）之水汇流入
海。珠海河网纵横，湖泊、水库
星罗棋布，构筑起海陆并存、山

水交错、多汊流河口和密集海岛
群的生态特征。

长期以来，珠海始终保持强
大的生态定力，坚定不移地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
色发展之路，“咬定青山不放
松”，走出了一条与珠三角其他
城市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较好地
守护住了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成为珠三角环境质量好、土地开

发强度小、人口密度优、社会
和谐的城市。

水是生态环境控制性要
素，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水生
态文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资源
环境基础，是生态文明的水利
载体。自2014年起，珠海就成
为了全国第二批水生态文明建
设试点城市。

珠海高度重视水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把创建国家水生态
文明城市作为珠海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一环，加强组织领导，坚
持科学发展，最大限度地保留
片区的自然原始风貌，建造科
学合理的城市布局，建立完善
配套的政策机制，保证了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期间各项
任务顺利完成。

作为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
珠海始终坚持生态立市，坚持绿
色发展，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城
市的理想与价值追求。近年来，
珠海坚定不移地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完善生态
文明建设制度、提升生态环境质
量等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成
绩斐然。

一是积极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布局，努力提升产业生态化水平，
探索出了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之路。我市围绕创新驱动核心
战略，大力创建珠三角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推进珠江西岸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带建设，目前现代
产业体系架构基本形成，多项指
标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大力发展
蓝色海洋经济，实施《珠海市海洋
经济“十三五”发展规划》，大力发
展集海洋化工、海洋交通运输与
仓储、海洋旅游、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于一体的多元化现代海洋经
济，初步形成“一港（珠海港）、二
带（东部沿海产业集聚带和西部
沿港产业集聚带）、三区（横琴新
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山海
洋开发试验区）”海洋经济格局。
积极建设海洋生态休闲旅游胜
地，重点打造以桂山岛为中心点，

以东澳岛为重点的万山列岛和以
外伶仃岛为重点的隘洲、三门列
岛作为两翼的生态旅游度假区。
横琴新区建成“国家级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生态保护与
建设示范区”。

二是高度重视以立法保障生
态环境，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立法
权和较大市立法权优势，结合本
地实际，兼顾适度超前原则，着力
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环境保护法
制体系。截至2016年底，我市运
用“立法权”已颁布、修订12件次
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及6件次地
方政府规章。其中《珠海经济特
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成为
全国首部生态文明地方性法规，
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珠海市环境
保护条例》《珠海市排水条例》《珠
海经济特区前山河流域管理条
例》等。

三是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为
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2007
年，在全国率先建立以社保直接
补贴饮用水源保护区居民的创新
机制，印发了《珠海市饮用水源保
护区扶持激励办法》；2016年，出
台《珠海市海洋与渔业资源环境
损失赔偿款收缴使用管理办法》，
正式确立珠海的海洋生态补偿机
制。积极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试点工作。2014年启动排

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
作，现已完成构建排污权制度
体系、核定初始分配、搭建交
易平台、培育交易市场以及信
息化管理系统等任务，完成了
全市 446家试点企业的排污
权初次核定工作。相继出台
《珠海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
易试点管理办法（试行）》《珠
海市排污权交易规则》《珠海
市排污权储备与回购管理办
法》《珠海市排污权有偿使用
费和交易出让金征收使用管
理办法》等文件。

四是大力开展环境质量提
升工作。在水环境综合整治方
面，通过截污、清淤、生态修复、
景观改造及调水补水措施开展
河涌、排洪渠整治，改善河涌周
边的景观环境；通过“供排一
体、厂网打捆、特许经营”的投
融资建设运营方式，实现了污
水管网全覆盖，不断提升城市
水环境承载；实施饮用水保护
工程。划定9个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统筹全市城乡一体化供
水布局，通过新（扩）建水库、配
套管网建设等提升城乡供水能
力。制定《珠海市供水水库蓝
藻水华管理与应急预案》，建立
全国首个地方水库蓝藻水华风
险等级标准和预警体系。

五是积极培育生态文
化。珠海把培育生态自觉作
为构建全民参与的核心内容，
渗透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消费模式中，充分发挥新闻媒
体、学校等平台，倡导全社会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珠海还编制了中
小学生生态文明教材，普及生
态文明教育课程。以学校、社
区等为单位，珠海先后建成各
级“绿色学校”189所、“绿色社
区”66个、生态环境教育基地
16个，形成了从学校到社区、
从家庭到社会全覆盖的生态
文明教育网络，构建出人人关
心、家家参与、户户支持的生
态建设新常态，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
风尚。

坚持生态立市 走绿色发展之路

近年来，珠海结合新农村建
设，大力推进农村小型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先后对全市209个村
居的污水处理进行总体规划，与
各区政府签订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垃圾分类处理目标责任书，
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较好地保
护河湖水质的同时，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全市村镇污水治理工
作取得较好成绩，成为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的亮点。

在开展农村污水治理时，我
市注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根
据不同村居的特点实行不同的
解决方案：或接入市政管网，或
多个村污水收集后集中处理，或
以村为单位单独处理，优先选择
处理设施占地小，投资少，对村

民影响不大，对农村生活环境改
善效果显著的解决方案。此外，
各村镇纷纷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采用创新工艺和技术，在保
证污水处理效果的同时兼顾景
观效果，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
亮点工程。其中，斗门区莲洲镇
莲溪湿地生态园、乾务镇三乾湿
地生态园等成为治理样板。

走进斗门区莲洲镇莲溪湿
地生态园，映入眼帘的是绿草茵
茵、湖水潺潺的秀美景色。白色
鹅卵石围造成的“凹”字形的人
工湖，湖水清澈见底，红砖小径
蜿蜒其中。湖心还建造了造型
精致的凉亭，设置铁索桥，连接
至岸边。记者了解到，位于莲溪
生态园中的湿地生态园采用“预

处理+生物渗滤+景观湿地”
独特工艺，科学处理莲溪片区
污水并取得良好效果。其处
理系统规模达 1000m3/天。
经过系统处理的污水，水质均
达到国家一级A标准，符合景
观用水水平。

而乾务镇三乾湿地生态
园占地2500平方米，属小型
湿地公园。其主要工艺是预
处理加生物渗滤，将污水抽取
到预处理设备及生物渗滤设
备中，经过生物分解达到达标
排放。系统每天处理农村污
水总量达1300m3。这种污水
处理技术具有投资运行费用
低、便于操作、易于管理维护
等特点，很适合农村推广。

因势利导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全覆盖 建设美丽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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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门金台寺
水库。

金湾三灶污水净化厂。

金湾航空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