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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政協二十載
一念執着為環保

從1998年初當選政協委員，山東省政協常委宋傳傑就以勤懇履職、敢

於諫言、善於建言被人熟知，20年300多件提案便是最好的註解。多年

來，他為城市的生態環保和交通擁堵奔走呼籲，秉承一顆「初心」，公心

無畏。在今年山東省兩會上，宋傳傑直言：「不到20年的時間，山東消

失的自然濕地已接近四成，形勢相當嚴峻。」近日，他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濕地作為「地球之腎」，其保護應該早日提上日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丁春麗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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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秀」是很多人給宋傳傑
貼上的「標籤」，「愛管閒
事」是他的自我評語。
大雪中宋傳傑騎着自行車去

政協大會報到，霧霾天他帶着
口罩去報到，他乘公交車去報
到，他騎着共享單車上會……
不少人嘲笑他在「作秀」。
宋傳傑一直對濟南城市交通

問題很關注，他幾乎每年都呼
籲濟南公交建設提速增效，但
見效甚微。於是，幾經思索，
一個雪中騎着自行車報到的
「作秀」委員出現在了媒體的
兩會報道中。
「在某個領域確實有作秀的

成分。」面對記者，宋傳傑坦
承他是在「作秀」，但他是借
此表達對濟南交通出行的不
滿。他說這種「作秀」並非是
為了自己，完全是出於公心。
「一直堅持公心論事，大家
就能慢慢地體會到你的真
心。」宋傳傑說，十年後，濟
南市採取的所有整治交通堵塞
的措施，還都是他所提建
議的子集。現在很多部
門，也都願意來跟
他談一談。

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涵養區，陝
南地區的水質保護及生態補償機制一直

受到社會各界關注。
5月24日，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家瑞調研中

線水源區水資源保護工作，先後到丹江口工
程展覽館、丹江口水庫胡家嶺水質自動監測
站等地考察，深入了解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實
施背景和建設歷程。今年4月，馬致遠與陝
西省政協文史委委員一同對南水北調中線陝
南段水資源保護進行了為期三周的專題調
研。她發現，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雖然已於
2014年正式通水，但在陝南水源地，仍然存
在一系列的發展與保護問題。

推進水源涵養與生態體系建設
馬致遠說，陝南漢中、安康、商洛三地的漢

江、丹江水資源在國家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中佔
據極其重要的戰略位置。為了保護一江清水，
陝南人民積極實施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工程

建設，關閉造紙廠、採礦場和黃薑廠等嚴重影
響水質的開發項目，中藥、鋼鐵、有色金屬等
多個支柱產業受限，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制約。
與此同時，保護水資源項目建設資金缺口

大、水質長期穩定達標壓力較大、城鎮污水
管網建設滯後、水污染防治、水源涵養與生
態建設體系尚未形成等，也成為陝南地區在
保護水資源安全方面存在的普遍問題。
馬致遠在調研中發現，漢江、丹江源區尚

未劃分設立飲用水源的各級保護區，部分漢
江、丹江源頭大片民居仍沿江分佈，農村污
水的點、面源污染依然嚴重。而由於資金缺
口較大，一些水源涵養建設項目使得地方財
政負擔過重，難以為繼。城鎮污水管網建設
滯後，也導致污水處理廠難以正常運作，收
集和處理的污水比例不足50%。

籲建多層次補償機制
針對水源區存在的問題，馬致遠建議引入

「水銀行」的概念。她告訴記者，水銀行
（Water banks），是發達國家在水資源調配
或水權運作中使用的一種配置手段，即把水
當成貨幣，把多餘的水儲存起來。如果把多
餘的水存進銀行，需要時取出，水資源將會
得到更好的支配利用，優化水資源的時空配
置。據介紹，美國加州、愛達荷州、德州、
英國倫敦，都已有水銀行的實施。
在馬致遠看來，作為南水北調中線供水主

要源區，陝西有責任提高生態建設質量，加
強漢江、丹江水資源保護力度，從而滿足南
水北調水質的要求。但同時也應該意識到，
南水北調水源保護在客觀上加劇了陝西水源
區生態環境保護與當地群眾生存權、發展權
的矛盾。
「根據公平、受益者補償的原則和國家有

關生態補償的政策與法律條文規定，必須採
取適當的措施對水源區進行合理的補償，建
立國家、省級及地方的多層次補償機制。」

馬致遠說，這個補償的主體應為國家、北
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客體則為陝
西水源區當地政府和民眾。
她並表示，保護

源頭水資源，是供
水方的責任，更是
獲水方的責任。
漢江、丹江水資

源雖然是國家的固
有資源，但也是陝
南人民賴以生存、
發展和致富的平
台，當地群眾有權
享受各類補償。而
對當地源區的補償
不僅是扶貧、生態
補償的行政化行
為，更應是一種市
場行為。

倡設飲用水源地分級保護區
馬致遠表示，如今漢江、丹江源頭地
區，沿河居民點仍然較多，污水、垃圾直
排江內，尚未建立飲用水源地各級保護
區。「根據國家環保部1989年制定的飲用
水源保護區污染防治管理規定，跨地區的
飲用水源保護區應納入有關流域、區域經
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和水污染防治規劃。」

馬致遠稱，比如在供水源頭劃定的一級
保護區內，禁止向水域排放污水，禁止堆
置工業廢渣、城市垃圾、糞便和其他廢
物，禁止從事種植、放養禽畜，禁止污染
水源的旅遊活動。
同時，在批准的各級水源保護區，應設

置明確的地理界標和明顯的警示標誌及防

護措施。
「在西方發達國家，一級保護區內界限

分明，警告牌醒目，區內沒有居民，沒有
種植物，也沒有禽畜。為了防止汽油洩
漏，甚至不允許車輛進入。」馬致遠表
示，陝南地區也可酌情考慮設立相應的各
級水源地保護區。

以青島的母親河膠州灣為例，平均每年
減少 1,300 公頃。大量的濕地被破

壞，也給數以萬計的野生鳥類遷徙帶來了
滅頂之災。山東的「濕地」有着成為「失
地」的危險，膠州灣在哭泣，黃河入海口
在哭泣，渤海灘塗在哭泣……宋傳傑說，
濕地保護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緊急地步，
卻還有很多人在打濕地的「主意」。
在2016年山東省兩會上，宋傳傑以青
島、東營、濰坊三地濕地保護工作中的問
題為線索提交提案，並被評為當年的重點
提案，他還邀請多位委員「回訪」濕地，
走訪濕地保護相關部門。宋傳傑表示，目
前他已聯名29名委員（含16名常委）組織
閉會期間的濕地調查，此次調查面積進一
步擴大，覆蓋山東省幾千塊濕地，從更高
的角度推進濕地的保護，促進經濟社會的
和諧發展。
宋傳傑每年的提案少則七八件，多則一

二十件，20年來，提案數量已有三百餘
件，每年的山東兩會上都有宋傳傑的「聲
音」。雖然他的提案關注領域廣泛，但對
生態環境以及新能源領域的關注是這20年
始終不變的主題。

向風電污染說「不」
一次去內蒙古旅遊拍照時，宋傳傑發現

風力發電的風車下面草的顏色和高度明顯
不同。此後，他就專門留意風電項目對環
境的影響。
煙台市長島縣1998年建成了山東省第一

處陸上風電場，宋傳傑調研發現，風電導
致長島本地鳥類減少、候鳥遷徙路線變
更，進而導致該縣諸島嶼上的樹木因病蟲
害死亡的現象。通過幾年的調研，他逐步
認識到風電項目實際上對動植物生態有嚴
重的、隱含的破壞和污染，而這種破壞和
污染是要五到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逐

步顯現。
「發電機如果建立在種植業資源豐富的

地方，可能帶來的後果就比較嚴重。」宋
傳傑在2015年提交提案，及時為山東省發
改委調整新能源發展規劃建言。目前，該
省新增的風力發電項目多改在了沿海灘塗
地區。「這雖然影響了一些地方和企業拉
動經濟和獲得國家政策補貼的『好處』，
但對於保護全省的生態鏈環境卻是功在當
代、利在千秋，我覺得很值。」宋傳傑
說。

莫讓報廢電池「圍城」
隨着電子設備更新頻度的不斷提高以及

大功率動力電池驅動設備的不斷增多，大
量的廢舊電池越來越多。廢舊電池中含有
數量不等的錳、鉛、汞、鋅等重金屬，被
遺棄後會逐漸滲入水體和土壤，日積月累
就會嚴重危害人類健康。
「電池的污染隱患一直存在，只是不像

霧霾一樣，問題還沒有集中爆發。未來五
至八年後，將會出現一個廢舊電池報廢的
高峰。如果不未雨綢繆，就會面臨電池圍
城的可怕局面。」宋傳傑建議抓緊立法，
以健全的法律法規保障廢舊電池的回收、
利用、處置。
同時，從現在起強力支持廢舊電池回收

的基礎技術研究和工程、量產工藝的
研究，為大規模商業回收進行技術
儲備。

心懷責任敢擔當
在宋傳傑提交的300餘件提案中，不少提
案關注度極高。《人民政協報》曾用「有
心、用心、責任心、公心、恒心」對宋傳
傑給予高度評價。20年來，這「五心」也
沉澱為宋傳傑作為政協委員的「初心」。
宋傳傑說，媒體比較多的關注他在民生
領域的提案，但其實他更關注國民經濟信
息化、經濟危機、政府投資風險、住房政
策的領域。
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國家大力治理各種
亂收費，但又出現了一些新的隱蔽性較高
的亂收費項目。宋傳傑以工商稅務部門的
IC卡亂收費為線索提出治理意見，中央幾
位領導都對此作了重要批示，「亂收費」
及時得到了制止。
2004年，宋傳傑在提案中建議「省檢察
院、省高院派員參加政協『兩院』報告分
組討論」，次年又建議《把「兩院」派員
參加政協委員分組討論的形式固定下
來》。他的提案得到山東省政
協辦公廳和「兩院」的一
致答覆，並得到

較好落實，實現了人民政協歷史上一次制
度創新。
而宋傳傑的「主業」也同樣令人矚目：

2002年獲國務院政府津貼，2004年入選中
央直接聯繫的高級專家；2005年他帶領團
隊嘗試在金融核心業務系統中用國產IT設
備替代進口設備並取得成功，比近年來上
升到政治層面的「去IOE」提法早了整整
十年。
宋傳傑關心環保、公益，喜歡旅

遊、攝影，他還是一些非政府組織
（NGO）的成員……但他也
很「享受」一名政協委
員對社會公共管理
的 知 情 和 參
與，「享

受」政協這個大家庭的和諧與平等。
因此，宋傳傑說，雖然能力有
限、精力有限，參政履職量力而
行，但他一直在努力、在
堅持，那就是「不忘
初心」。

引「水銀行」概念
護南水北調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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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域水資源聯調的戰略

性工程，從湖北丹江口水庫一

路北上，向津京冀供水，沿線20個大

中城市及100多個縣（市）近1億人口受

益。然而，鮮有人知的是，丹江口水庫

的水源70%卻來自秦嶺以南的陝南地區。多年

來，陝南人民為保證水源水質安全付出了沉重的經

濟代價。對於如何實現供水方和獲水方的權益平衡，陝

西省政協委員、長安大學水文水資源工程系教授馬致遠對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可引入「水銀行」的概念，優化水資源的時空

配置，在保證南水北調水源區水質的同時，更好地保障當地群眾的生存權

與發展權。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陝西省政協委員馬致遠陝西省政協委員馬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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