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

24小时新闻热线：96496邮箱：yzwbxw@sohu.com

视点

SHIDIAN

■2015年 4月 12日 / 星期日 ■编辑：费大洋 版式：袁亮 校对：刘巧

在荣获国家生态市、国家森林城市基础上，扬州向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和“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更高目标迈进

生态文明绘就秀美扬州
传承城市“绿色基因”、构建未来竞争新优势、保障百姓生态福利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媒体聚
焦生态扬州：《人民日报》在重要版面
刊发消息《扬州为民装修“绿色客
厅”》；《光明日报》以《一座千年古城
的“生态福利”》的长篇通讯“点赞”扬
州。
绿色，是扬州这座千年古城的
“生态底色”；生态，是这座城市孜孜
以求的民生福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前
不久发布的《2014城市竞争力蓝皮
书》显示，扬州的生态城市竞争力表
现较好，排名全国第 6位，居江苏省
首位。
市委书记谢正义指出，新的形势

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
传承城市绿色基因、彰显城市特色的
必然选择，也是顺应低碳发展新趋
势、破解资源环境硬约束、构建未来
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更是保障人
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态福利的重要责
任。
扬州在已取得联合国人居奖城
市、国家生态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绩基
础之上，又围绕扬州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和“水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城市”更高目标，描绘“环境美”的
生态蓝图。

让森林走进城市，以铁
腕治理大气污染，给子孙后
代留下更多蓝天
3月 14日，阳光明媚，碧空如 生态底色。
洗。廖家沟城市中央公园，人头攒动，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
扬州市领导与 3000多名干部群众 林。历经三年努力，扬州在 2011年荣
挥锹铲土、扶苗填坑，栽种了 12000 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成为在平原
多株银杏、桂花、广玉兰等树苗，共同 水网地区建设森林城市的典范。如
为秀美扬州增添新绿。
今，扬州市区人均拥有 19平米公园
植树现场，市委书记谢正义跟大 绿地，这就相当于每个居民都有一个
家攀谈起来，“ 大家在蓝天下植树造 “绿色客厅”。绿地、树林、花木，不仅
绿，就是为了给这座城市，给子孙后 是扬州城市的品质标志，也是市民、
代留下更多蓝天。今年是扬州建城 公民普惠的福利。今年，扬州又开启
2500周年，我们承接了先人留给我 “新一轮绿杨城郭新扬州三年行动计
们的生态遗产，更要为当代的市民创 划”。
造生态福利，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
当下，雾霾问题已成为中国大部
生态资产”。
分城市的标志性难题，而且范围还在
近年来，我市连续实施两个“绿 扩大。扬州提出，要以铁的手腕治理
杨城郭新扬州”三年行动计划，建立 大气污染。
生态环保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在每年
去年以来，扬州借鉴“青奥经
的土地出让金中，提取 5%专项用于 验”，打响“雾霾攻坚战”，按照“治企、
绿化和植树造林，确保环保投入高于 管车、限煤、禁燃、抑尘”工作方针，
GDP、财政收入增长。连年大规模的 “五气”同治，实施“共保蓝天”专项行
造林绿化，正悄然改变着扬州城市的 动。

扬城 “水晶天 ”，令人心旷神怡 。 庄文斌 摄

严控工业污染，通过政府督办， 额完成“国考”任务。今年 1月份和 2
关停搬迁了绿杨水泥、群发化工等 月份，扬州的 PM2.5均值与降幅考
16家企业生产线，压缩钢铁、水泥等 评位居全省前列。
高能耗行业；控制汽车尾气污染，通
市长朱民阳说，要以生态文明建
过政府补贴等形式，淘汰黄标车和老 设倒逼经济转型，以 PM2.5等指标
旧机动车 14772辆、淘汰更新老旧 完成情况倒逼转方式、调结构。
公交车 339辆，并将主城区全部纳入
在城市开发建设中，扬州始终坚
空
“黄标车”限行范围；管控燃煤电厂排 持“五条底线”—产业门槛底线、
——
污，加强对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除尘 间布局底线、技术物理底线、执法监
设施的监管，淘汰 300多台燃煤小锅 管底线、生态保护底线，着力推动产
炉；管控烧烤油烟，对未安装油烟净 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
化装置的餐饮企业，限期安装到位； 推动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战略
管控建筑工地扬尘，出台史上最严的 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大力发展现代
渣土车管理办法，通过“三管一重一 农业、现代服务业、生态建筑业和生
评比”的办法来遏制渣土车的无序管 态旅游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全面
理，将扬尘治理措施费（含扬尘排污 推行清洁生产，构建起具有扬州特色
的现代产业体系，扬州产业结构不断
费）纳入工程造价。
实施“共保蓝天”专项行动，守住 调轻、调优、调“绿”。
扬州“深呼吸”。去年，扬州共有 245 扬州的“生态底色”，是喷洒在天
个蓝天，PM2.5比上年下降 6.6%，超 空中的“幸福蓝”。

治城先治水，让清水
活水真正在全城“用起来、
环起来、流起来”
治城先治水。自古以来，扬州依
扬州将水视作城市发展最宝贵
水而建、缘水而兴、因水而美。但城市 的资源、最独特的品牌和人民群众最
化的飞速发展，留下了太多历史欠 基本的民生福利，确立了“治城先治
账：老小区雨污混流、地下管网混搭、 水”的建设发展理念，先后制定出台
新城区水系打乱、河道水体黑臭…… 《加快推进城区黑臭河道整治工作方

俯瞰蜀冈 ，一片绿意盎然 。 蒋永庆 摄

条黑臭河道
8 综合整治
新城河
沙施河
七里河
四望亭河

引潮河
幸福河
童套河
念四河

条河道 5 个沟通活水
6 清淤整治
节点工程

瘦西湖 古运河 古运河瓜洲外排泵站
邗沟河 宝带河 平山堂站
漕河 安墩河 黄金坝闸
扬州闸拆建
象鼻桥泵站
截至 “清水活水”工程 19个项目中已开工 11个
目前 其中 4个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
制表 曹欢

案》、《扬州城市“清水活水”综合整 亭河、幸福河、引潮河、童套河等 8
治三年行动方案》，制定一系列综 条黑臭河道，长约 25.3公里。一场
合整治方案，将让清水活水真正在 前所未有的城市治水、治污战役已
全城“用起来、环起来、流起来”，使 经打响。近日，我市制定出台
扬州城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水 “2015年市区重点排污口专项整
城”。
治方案”，重点对“清水活水”方案
蜀冈西峰脚下，机器日夜轰 中 8条黑臭河道排污口进行全面
鸣，长达 434米的地下井管，正悄 排查清理，封堵或改造排污口。与
然延伸至瘦西湖西岸，这里正在建 此同时，建立河道上下游断面水质
设的平山堂取水泵站，将于今年 8 交接和双向补偿，对水质不达标的
月底完工，届时，将把东区邵伯湖 实施补偿，对水质达标的予以奖
清水经过瘦西湖引入西区沿山河， 励，同时对排污口整治工作不到位
从而彻底打通扬州东部水系与西 要追究相关单位（部门）责任和“河
部水系，黄金坝、平山堂取水泵站 长”的责任。
投用，可解决城市西区水系的自流
如果说，河道整治是看得见的
活水。4台水泵同时开机，仅需要 “面子”，那么地下污水管网则是治
12～16天时间，便可对明月湖、新 水的“里子”，是成熟的民心工程。
城河、念四河、宝带河、四望亭河、 针对城区干道雨后积水，我市专门
引潮河、幸福河、童套河等西区河 编制了《建设“不淹不涝”城市行动
道换水一遍，这一“汰洗”城区“黑 方案》。2011年以来，市、区两级有
臭河道”的“活水清水”工程，将惠 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了 50多个积
及约 80平方公里、30多万人口。 水点整治工程，完成总投资 21亿
“清水活水”工程是扬州改革 元。
开放以来市本级一次性投入最多、
从积水点改造、管道改造走
范围最广、惠及人数最多的单项重 向立体整治，从小修小补到大投入
大基础工程和民生工程。近 3年 彻底整治……为了让百姓“喝上干
来，扬州投入 100亿元，实施大力 净水”，扬州先后投入近 50亿元，
度推进“不淹不涝”、“清水活水”、 收购关停了 484个小水厂，完成
“亲水近水”、“节水护水”城市建 铺设供水主干管道 1438.18公里，
设，取得了明显成绩。
支管网 15016公里，“ 健康之水”
治水先治污。近年来，我市在 覆盖全境，让 460万城乡居民饮
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始终将“治水 用水“同源同网同质”。
前年，国家水利部确定扬州为
先治污”放在首位，因为，城市水环
境污染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
这既是对扬州的充分肯定，也是对
在地下。
按照“清淤黑臭河道，加强控 扬州探索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
污截污，畅通水网水系”的根本性 更高期许。
综合整治工程规划，市委、市政府
扬州的“生态底色”，荡漾在
向市民公开承诺：重点整治七里 主城区“清水活水”全覆盖的碧波
河、沙施河、念四河、新城河、四望 里。

赞：这是政府为百姓提供的生态福利。
正在规划建设的蜀冈生态中心，总
面积 10.1平方公里，计划分三期实施，
通过新建、扩建和提升，将蜀冈西峰生态
公园与隋炀帝墓、瘦西湖风景区、宋夹城
公园连为一体，推动人文景观与自然生
态互融、人居环境与旅游休闲互动，打造
城市西北部高品位生态中心。其中，集生
态、休闲、文化、体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城
市休闲体育公园，目前已开工建设，今年
“4·18”前将部分投入使用。
扬州“生态中心”的提法，在全国属
于首创。按照“生态、运动、休闲、旅游、科
普等功能叠加”的理念，以植树造林、栽
花种草、湿地保护与恢复为主要内容，其
中，生态用地占比 70%以上，森林和湿地
覆盖面积必须占 60%以上。
如今，廖家沟中央公园、三湾公园、
宝应湖生态中心、高邮清水潭生态中心
等 11个正在规划建设中的生态中心，已
完成造林绿化 5500亩，恢复保护湿地
1000多亩，晕染绿杨城郭。
位于江广融合地带的“七河八岛”，
是扬州生态中心建设的典范。这里曾是
淮河入江水道最为重要的水工遗产，如
今是扬州市生态自然环境保持最完好的
湖泊、平原类型湿地景观，境内自然资源
丰富，湿地功能强大，区域地位重要、功
能特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该区域的
保护、开发和利用，明确提出“七河八岛”
要严格控制廊道宽度、建筑高度、开发强
度、污染排放，严格禁止违法建设。之后，
更是将“四控一禁”经由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形成决议。在约 51.5平方公里区
域中，禁止商业开发的生态“留白区”占
总面积近 60%。
“七河八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决议
全文仅 1800余字，却鲜明地表达了扬州
追求经济发展、城市扩张、自然生态“多
赢”的理念以及将生态资源变为城市可
持续发展资本的智慧。
美国《国际日报》总编朱易说：“在城
市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当今中国，扬州在
城市的最中心地带，竟然留住了自然生
态特别完好的湖泊和湿地。我们心生敬
意。”
扬州的“生态底色”，是涂抹在 6638
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五彩斑斓，更是全市
人民的生态福利。 记者 周晗 胡俭

建设“生态中心”，将
更多公共空间留给百姓，
创造更多的生态福利
清明小长假，扬城市民喜欢远
足踏青，东区市民自发涌向自在岛
“生态之窗”体育休闲公园；西区市
民喜欢徜徉蜀冈西峰生态公园，赏
花草、放风筝；主城区市民习惯呼
朋唤友到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跑
步……
2013年，扬州提出“每个县
（市、区）至少要建 1个面积在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生态中心”，将更
多公共空间留给百姓，创造更多的

生态福利。
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就是一
个经典案例。这里紧依风景秀美的
瘦西湖，占地千亩，如果进行商业
开发，可以说“价值连城”。我市先
后投入 2.5亿元打造宋夹城，建成
以体育为主题的大型生态、遗址、
休闲、健身综合公园。每天清晨、傍
晚在此跑步健身的市民超过万人，
享受畅快的森林呼吸，节假日更是
人流如织。市民纷纷在微信上点

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 。 王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