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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质”双提升

大连力保“天常蓝”
本报记者 苏大鹏 通讯员 于汶平

“2018年的蓝天数达到 300天
了！”辽宁省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通
报数据显示，大连市2018年空气质
量比 2017 年提前 19 天实现了 300
天蓝天的目标。

据介绍，2018年大连提前收获
“蓝天目标”的同时，与2017年同期
相比，6 项主要污染物减排也全部
达标：二氧化硫、细颗粒物（PM2.5）、
一氧化碳、颗粒物（PM10）和臭氧浓
度分别为12微克/立方米、30微克/
立方米、1.3 毫克/立方米、56 微克/
立方米和158微克/立方米，同比分
别下降 29.4%、11.8%、7.1%、5.1%
和 3.7%，二氧化氮浓度为 27 微克/
立方米，同比持平。

蓝天“数”“质”双双提升，大连
市环保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
大连咬定“天常蓝”不放松，全市上
下持续发力、协同作战、合力攻坚、
久久为功的结果。

近年来，大连生态文明建设力
度空前，先后出台《大连市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关于实施蓝天工程
的意见》等 20 余个文件，各地各部
门齐抓共管，全面实施“控煤、控车、
控工业源、控尘、调结构”5大举措，
综合施治，并在 2017 年首次收获
300个蓝天。

2018年，大连市各项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越做越好，空气质量大幅
提升，蓝天更多了，空气也更清新。

燃煤污染是影响大连冬季空气
质量的罪魁祸首，为彻底改善冬季
环境空气质量，大连市重拳出击，从
2016年开始，开展了拆炉并网燃煤
锅炉综合整治战役。通过出台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通告，向社会发布全
市拆除小锅炉清单，出台激励政策，
实施“一炉一案”，严格执法、按日计
罚，强力督办、按期通报等方式，全
面完成了燃煤锅炉综合整治。两年
拆除小锅炉 1912 台，对保留的 918
台燃煤锅炉全部实施升级改造，并
对 20 吨及以上燃煤锅炉 378 台全
部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经测算，因
此项工作大连市减少约 19.55万吨
煤炭消费量，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25 万吨，减少烟粉尘排放 0.93 万
吨。整治后，供暖季与整治前同期
相 比 ，空 气 中 二 氧 化 硫 降 低 约
38.8%、PM10降低约17.8%。

实施区域一体高效供热工程也
是大连市减少燃煤污染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大连市大力增加热电
联产供热面积，完成全部30万千瓦

以上机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实施余热挖潜工作，通过引导大型
电厂采取直接抽气、低背压改造及
热泵技术应用等方式新增 1100 万
平方米供热能力，实现清洁供暖。
完成 140 项煤改电工程，涉及供暖
面积144万平方米。开展天然气置
换工程，预计 5 年内大连市将完成
全部天然气置换工作。

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污染排放量
大，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因
素。大连多个部门联合出击，强力
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仅2016年和
2017 年，就淘汰黄标车近 7 万辆。
在淘汰黄标车的同时，大连还大力
推进“公交优先”战略，全力打造节
能环保的绿色公交体系。目前，城
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已达
68%。核心城区公交线网500米覆
盖率基本达到100%；积极推进新能
源汽车应用，所有新增公共交通用
车全部采用电动车等新能源汽车，
城市绿色公交车辆占比达 73.6%。
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配套建设，全
市已建成快充站9座、社会车辆大型
换电站2座、公交车充电站15座，分
布式充电桩约 3700 个。加快油品
升级，车用油品已从2013年国三标
准升至目前国五标准。

随着空气质量的不断改善，臭
氧已取代 PM2.5成为影响大连市空
气质量的主要原因。大连市加大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3 年共完成 1089
个挥发性有机物整治项目，其中完
成了5家石化企业第一轮漏点检测
与修复技术应用，完成 457 个加油
站、油罐车及储油库油气回收改造
项目，完成598多家船舶、家具、印刷
行业和汽修行业为主的挥发性有机
物整治工作，大幅削减VOC排放。

开展扬尘综合治理，是有效遏
制 PM10浓度升高，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的关键一步。为此，大连市综合执
法等多个部门联合出台措施，以扬尘
任务清单化、措施具体化、管控科技
化、管理信息化、督察定期化的“五
化”建设为抓手，逐步推进城市扬尘
精细化管理。目前，大连已建立施
工工地、矿山、裸露地面、道路施工
等扬尘源清单，针对各类扬尘源提
出了不同管控措施；探索卫星遥感
监测用于裸露地面整治，扬尘微观站
用于扬尘实时监管等科技举措；加
大了道路清扫频次，2017年市内主
城区已完成可实施道路机械化清扫
率87%，道路冲扫率50%的目标。

生态立市与工业强市相得益彰
安徽宣城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文 晶

安徽省宣城市去年12月份成功
入选“2018 美丽山水城市”，成为安
徽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这是宣
城市成为国家森林城市、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后，获得的又一块生态
文明建设的闪亮金字招牌。

作为安徽省唯一与苏浙两省接
壤的省辖市，宣城是长三角城市群重
要城市之一，也是安徽东向发展的桥
头堡。

生态环境好，地理位置优，产业
发展如何布局？

建设水清岸绿生态家园

1 月 5 日，青弋江泾县云岭镇肖
家河段空寂辽远，河滩已经平整过
了，正等待复绿。

泾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泾县
治砂治超领导小组组长马晓尧告诉
记者，这里原来是泾县泾泉砂石开采
场的场区，挖砂船、运砂车把这片河
滩整得坑坑洼洼，去年10月份，泾县
正式启动专项整治。“现在情况大为
改观，目前江心洲公园已初步建成，
青弋江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正在进
行，只等春风再绿！”

50 公里外的马头祥林场，薄雾
笼罩着整齐挺拔的水杉，细看有点特
别：粗大的树干中段生长着另一种植
物，马头祥养生观光园的负责人王青
霞告诉记者，松杉上嫁接种植的是石
斛，既有观赏价值，又有药用价值。
自 从 推 行 林 长 制 改 革 以 来 ，这 片
1918年建场的老林场焕发了勃勃生
机，引进浙江钱王生态园林有限公
司，创建了森林特色小镇，“这里变得
更美了，我们扩建花木观赏区 4000
多亩、精品果园区500多亩。石斛是
我们‘用绿’的新方法，林下种植和林
下养殖吸纳周边150人就业，人年均
增收3万多元”。

2018 年以来，宣城市以推进河
长制、林长制为抓手，加快建设水清
岸绿生态家园。河长制在宣城市有了
升级版，在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河
长组织体系，实现了河、湖、库、沟、塘、
渠全区域、全流域、全水域的全覆盖
后，宣城市继续探索建立“河长制+”，
形成“河长制+检察工作”“河长制+警
务室”等模式。同时，落实宣城市境内
长江支流所在地的各项任务，着力构
筑长江两个皖境最大支流水阳江与青
弋江干流岸线“1公里防线”，确保实现
水更清、岸更绿、产业优。

林长制也发展出宣城特色，不仅
建立了党政同责的市、县、乡、村四级
林长制工作体系，2053 名林长全部
到位，一山一坡、一园一林都有专人
专管，而且发挥林长管林兴林作用，
形成了市县林长抓示范，乡村林长抓
实施，民间林长抓经营的生动局面。
国土绿化、生态修复、城市绿化提升
3项工程，共完成营造林187万亩，全
市林业增量提效明显；林业发展焕发
出生机，目前全市有各类林业新型经
营主体 4276个，经营面积 238万亩，
有效解决了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出现山场闲置的现象。

林长制、河长制、湖长制的深入实
施，有力保障了宣城市的生态环境，空
气优良天数达到87.9%，稳居全省第
二位；境内水体7个省级考核断面水
质全部达标，11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进一步
建立完善了固废管理长效机制，全市
所有工业固体废物进、出、生产、消耗
等环节处于可控状态。

平衡生态立市与工业强市

“生态立市与工业强市不是对立
的，而是内在统一、融为一体、相得益
彰的。”宣城市委书记陶方启说。

如何平衡生态立市与工业强市？
记者在广德县新杭镇看到两块

集中整治公告牌——
琉璃瓦行业集中整治。作为广

德县的传统产业，琉璃瓦生产企业存
在工艺落后、能耗高、环保设施落后
等问题，2017年开始整改整治，截至
目前，全县 38 家琉璃瓦企业关闭 24
家，整改提升的14家正在组织验收；
新杭镇石材加工企业专项整治。由

于扬尘和噪音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
烈，2018年5月份，全镇33家石材厂
已经全部关闭。

还是在新杭镇，广德亚太汽车智
能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洁净的生产环
境、自动化的生产工艺，给记者留下
深刻印象。据介绍，这个项目总投资
约 20 亿元，是目前宣城地区单体投
资最大的项目。

宣城市的解题思路正如记者目
之所及——

一方面发挥环评制度“节制闸”
作用，严把项目环境准入关，将不符
合产业政策、环境污染大、超出环境
承载能力的项目挡在门外；鼓励引导
污染排放少、能源消耗低、科技含量
高、规模效益好的项目落户。2016
年以来，全市共否决建设项目33个，
预计投资总额约23.36亿元。

另一方面全面推进“散乱污”企
业整治，坚决淘汰关闭落后产能，为

发展腾出更多环境容量。2017 年 5
月份，宣城市深入开展“散乱污”企业
整治工作，截至2018年11月7日，共
排查散乱污企业877家，其中整顿规
范类 172 家，已完成 153 家；取缔关
闭类705家，已完成630家。

另外，努力做好“产业优”这篇大
文章。

近年来，宣城市加速发展“绿色
智造”。所谓“绿色智造”，有 3 个含
义，一是“绿”，大力实施绿色工厂、绿
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设，着力推进
绿色制造新体系建设，增强绿色制造
能力。二是“智”，推进“制造”向“智
造”转变，2018年，全市新认定省智能
工厂和数字化车间12个。三是“精”，
致力于培育一批质量标杆企业，成就
一批有品质有品牌的“精工”产品。

强化集群集聚发展，壮大节能环
保产业等新兴产业集群。2017 年，
全市节能环保产业实现产值 140 亿
元，是 2010 年的 40 倍，占全市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比重达25.6%；强化资
源综合利用，着力提升能源效率。宣
城市共编制了16个清洁生产技术改
造项目，规模以上工业能源加工转换
效率提高 1.6 个百分点。着力加大
化工、钢铁等行业扩大能源综合利用
投资，回收利用余热余压等能源从
9.45 万吨标准煤增长到 17.03 万吨
标准煤。大力发展混凝土空心砌块、
煤矸石烧结砖等新型墙体材料，促进
工业炉渣、粉煤灰、煤矸石和尾矿渣
的综合利用，全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率从 2010 年的 74.8%增至 2017 年
的97.8%。

“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战略，使
宣城市 2018 年前 11 个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而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9.2%，工
业能源总消费仅增长 0.5%；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0.9%，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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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桂林推行旅游用地分类管理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黄尚

宁报道：试点 5 年来，广西桂林市在
全国率先建立了旅游产业用地分类
体系和基准地价体系，形成了促进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供地政策，促
进了万达文化旅游城等60多个旅游
项目落地。目前，试点政策已在广
西旅游名县及其创建县、贫困县中
推广运用，旅游用地改革的“样板效
应”初显。

2013 年 6 月份，原国土资源部
批复同意桂林市开展旅游产业用地
改革试点。此后，围绕旅游用地面
临的规划衔接不足、分类管理困难、
基准地价过高、土地供应困难等问

题，广西自然资源厅指导桂林市在
用地规划管控、分类管理、农村集体
土地参与旅游开发和收益分配等方
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出台了《桂
林旅游产业用地改革试点若干政策

（试行）》，结合规化融合编制重点旅
游片区发展规划，将旅游用地纳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
划，为实施旅游用地管控提供了重
要依据。

在全国率先推行旅游产业用地
分类管理，建立区别于其他建设用地
的基准地价体系，为旅游用地有偿使
用提供政策依据，是改革试点的主要
创新点。2016年9月份，桂林市公布

实施旅游用地分类体系，将旅游设施
用地、旅游地产用地、旅游景观生态
用地区分开来，为合理规划、利用、统
一管理旅游用地提供了科学标准。
同时，制定旅游产业用地基准地价体
系，明确6城区、11县列入《桂林市统
筹推进重大旅游项目建设清单》或

《桂林市重点旅游片区发展规划》的
旅游开发项目，执行旅游用地基准地
价，结束了旅游地价因参照商业地价
造成评估过高的历史。

旅游产业用地改革试点的实
施，破解了旅游用地管理的机制性
障碍，开创了全国旅游用地差别化
管理的先河，推动了桂林国际旅游

胜地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试点
期间，桂林市利用试点政策保障了
60 多个旅游项目的用地。2017 年，
全市接待游客 8200 多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970多亿元，比试点开始
实施的 2013 年分别翻了两番和近
三番。

试点鼓励农村群众参与旅游开
发和收益分配，提高了农民利用农
村集体土地进行旅游开发的积极
性，促进了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
目前，桂林市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
已扩展至 14 万人，整体带动就业超
过60万人。其中乡村旅游带动就业
15万人，惠及5万余户家庭。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推进，辽宁大连市的“蓝天指数”也

在不断提升。图为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处新建的生态景观公园。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生态环境好，地理位置优，产业发展如何布局？近年来，安徽省宣城市将生态立市与工业强市

结合起来，通过深入实施林长制、河长制、湖长制，有力保障山青水绿的生态环境；通过加速布局“绿

色智造”，严把项目环境准入关，大力实施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制造

新体系建设，呈现出生态文明建设和制造业绿色发展齐头并进的局面

近日，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镇台品樱花茶园里的樱花进入花期，陆续绽放

的樱花和茶园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图为无人机拍摄的台品樱花茶园景

色。 （新华社发）

上图 美丽的山

水城市安徽宣城。

宣 轩摄
（中经视觉）

左图 广德亚太

汽车智能制动系统有

限公司，其产品工艺

水平及检测能力均处

行业领先地位。

本报记者
文 晶摄

茶园春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