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罗湖区加速推进环境品质提升工程

出门即花园 满眼皆春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走进“粤港澳大湾区·2019深圳
花展”深圳罗湖展区，以“竹·逐梦”为
主题的参展作品以竹为器、以花为
材，将中国传统艺术与绿色环保理念
相结合，融入城市发展历史与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憧憬，绘就了一幅特色鲜
明、绿色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画卷。

罗湖区素有“一半山水一半城”
的美誉，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森林、
湖泊等生态资源。据罗湖区城管和
综合执法局局长彭立东介绍，近年
来，罗湖区始终坚持“环境就是生产
力、环境就是竞争力”，提出用“绣花”
功夫抓好城市建设管理，一批城区环
境品质提升工程加速推进，城区生态
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其中，举
办各种花展正是罗湖区推进“美丽深
圳绿化提升行动”和助力深圳建设

“世界著名花城”，打造“城畔山水·花
漾罗湖”的具体内容之一。

城区生态环境持续提升

“花漾罗湖”是如何炼成的？早
在2013年，罗湖就出台了《深圳市罗
湖区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制度（试
行）》，按年度对相关单位落实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进行考核。
2017年，罗湖印发《深圳市罗湖区生
态文明建设规划（2016—2030）》。
2018年，按照《美丽深圳绿化提升行
动工作方案》要求，罗湖结合实际开
展“花城建设”工程，2018 年底已建
成5个社区公园、1个特色花卉主题
公园、10条花漾街区、20个街心花园
和3条花景大道。

与鲜花相伴的是满城的绿。彭
立东介绍，罗湖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52.6% ，城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46.45%。2012 年至 2017 年间，罗
湖区公园面积由 1509 公顷增加到
1712 公顷。目前，全区有公园 142
个，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6.7
平方米。区内共建成绿道 155.2 公
里，基本形成了一环（罗湖魅力环）

三廊（布吉河生态绿廊、排洪河水生
态绿廊、梧桐山河山水绿廊）四网

（都市生活网、郊野生态网、都市休
闲网、山水活力网）的绿道格局。“出
门就是公园，满眼都是春色”成为当
下罗湖最真实的写照。

为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罗湖
正稳定有序推行低效林改造工程，
在2018年至2020年间，将分期完成
低效林改造任务，即运用现代林业的
生态工程技术，以开花乡土阔叶树种
为主，对现有桉树纯林、马占相思纯
林进行改造，逐步恢复生态功能稳
定、景观优美、效益显著的南亚热带
季风常绿阔叶林。“这不仅能增加森
林景观观赏性，优化城市森林格局，
还能提升城市森林质量，构建生态效
益良好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彭立
东说。

统计显示，得益于城区生态环
境的持续提升，2013 年至 2018 年
12 月份，罗湖区空气质量优良率从
73.3%上升到96.6%；PM2.5平均浓度
从每立方米 43 微克下降到每立方
米 26 微克。2018 年 10 月份，国家
黑臭水体专项巡查认定，深圳河（罗
湖段）、布吉河（罗湖段）已消除黑臭

水体。2018 年 12 月 6 日国考结果
显示，深圳河河口氨氮为 1.2 毫克/
升，总磷0.2毫克/升，达到了地表Ⅳ
类水标准。2018年12月份，罗湖区
被生态环境部授予第二批“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称号，同时获
评“‘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先进
单位”。

实现有质量的绿色发展

罗湖城区生态环境提升不仅有
绿树成荫的“面子”，更有实现有质量
绿色发展的“里子”。

2018 年，罗湖区印发了《深圳
市城市环境品质提升行动罗湖指挥
部工作方案》，通过抓整治、破难题、
补短板，抓创新、创亮点、树标杆，分
期分类解决城市绿化优化美化提
升、立面和户外广告整治、灯光环境
营造、道路基础设施改造、厕所革命
和环卫设施升级、城中村综合治理
等城市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统筹不
足、力度不够、品质不高、标准欠缺、
精细化不足等问题，坚持统筹规划、
因地制宜，推动罗湖区城市环境品

质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开创新
格局。

“垃圾不落地，罗湖更美丽。”这
是罗湖一句朗朗上口的口号。近年
来，罗湖区通过不断深化“垃圾不落
地”品牌，探索垃圾分类和减量新模
式。以罗湖区厨余垃圾综合利用项
目为例，罗湖区在全国首创 APP 破
解厨余垃圾收运难题。通过厨余垃
圾收运APP和收运车辆GPS全程卫
星同步定位，建立“厨余终端—调度
中心—司机终端”三位一体收运模
式，不仅有效解决了厨余垃圾普遍存
在的“收运难”问题，且能对所有签约
厨余垃圾生产单位的垃圾流向、数
量、频率、费用成本等实行全年实时
监控，还可实现快速调取相关数据辅
助城管执法。在处理过程中，选择湿
式厌氧消化技术处理厨余垃圾，将生
物质能转化为可以替代化石燃料的
沼气，不仅可为处理系统提供运行所
需能量，还能将沼气发电并网提供清
洁能源，让资源实现循环使用，从而
最大程度地实现餐厨垃圾处理无害
化、减量化。

大力推动城区绿色更新的同时，
罗湖始终坚持引导城市绿色更新与
功能提升、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协
调联动，扶持产业循环发展，修订完
善了《深圳市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
项资金扶持节能减排实施细则》，新
增建筑废弃物现场综合利用和新能
源汽车快速充电桩建设激励政策，加
大了对国家二星级和深圳金级以上
绿色建筑、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项目
的扶持力度。

如今，罗湖区的产业结构更加绿
色。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罗湖区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达
96.3%。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
长 11.2%，增速快于 GDP3.9 个百分
点，为 2013 年以来首次超过深圳全
市平均水平；每平方公里 GDP 产出
28.62亿元，同比增加1.2亿元，是深
圳全市平均水平的2.4倍，居全市第
二；万元GDP建设用地、水耗和电耗
分别下降6.5%、6.8%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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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区出发约15公里，安徽省
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的慢生活体
验便依次展现：在三国新城遗址、鸡
鸣三县体验历史豪情；在董铺、大房
郢水库感受生态氧吧；在东瞿湿地、
滁河干渠欣赏秀美风光……

3 月份，是三十岗乡风光最美
的时节。眼下，第七届“2019中国·
桃花节”已开门迎客。三十岗乡千
亩桃花次第盛开，引得大量游客寻
花而来。数据显示，自2013年举办
首届桃花节以来，前 6 届桃花节共
吸引游客约 240 余万人次，带动经
济收入1亿余元。

“赏花经济”带来了人气，也为
当地村民铺下了致富之路。在三十
岗乡东瞿村，仅仅几年时间，60 余
家餐饮店沿村而立，成为集农家美
食、民宿体验等于一体的美食村。
在农家乐老板李霞眼里，东瞿村的
改变，是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的最
好见证。“现在每天要接待三四十桌
客人，虽然忙，但收入不错。”

除了“赏花经济”，三十岗乡
的“农”字号产业也渐渐发展起来。
眼看着乡里的旅游业越来越红火，
村民王业姐瞅准机遇，办起了草莓
合作社。如今，9个草莓大棚、10余
个西瓜大棚，不仅可供游人采摘，还
建好了网络销售渠道。

和王业姐一样，看中三十岗乡
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的，还有现代“农
夫”康玮。2010 年，从德国留学归
来的康玮在三十岗乡租下土地、鱼
塘，办起“谷米田庄”。经过这些年
的发展，如今，谷米田庄已实现了对
市民餐桌的“一揽子”服务。

“除此之外，合肥国际跑酷公开
赛、中日韩三国围棋名人混双赛等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也都选
择在这里举行。”庐阳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庐阳区深入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三十岗乡游客服务集散
中心建成启用，道路管网持续优化
升级，村居软硬件设施不断优化。
如今，三十岗乡旅游、文化、生态三
位一体融合发展的思路愈加清晰，

“都市中有田园、田园中见都市”的
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

美丽乡村建设，既要塑形，也要
铸魂。沿着乡村公路进入崔岗艺术

村，艺术家工作室、当代艺术馆、咖
啡馆、画廊……各种文化元素将一
排排闲置农房装扮得韵味十足。

2012年6月份，艺术家谢泽第
一次来崔岗踏青，便对这里的生态
环境一见倾心，萌发了在农家小屋
开办工作室的想法。随后，他租下
村民的闲置农房，并将房屋修葺一
新，取名为“瓦房工作室”。很快，十
几位艺术爱好者慕名而来，争相在
当地租用闲置农房……

艺术家进驻崔岗的“蝴蝶效
应”引起了庐阳区的重视。庐阳区
随即作出决定，探索实施让现代文
化艺术与传统农业文化完美融合的
发展路径。此后，三十岗乡的文化
创意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如今，崔岗艺术村已有38家艺术家
工作室，并成功举办了六届崔岗艺
术节。

与此同时，周边相继兴起的民
宿，更让这个距离城区仅半小时车
程的近郊乡村实现了人们“住在村
里，活在城市”的梦想。

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是财富。
由于董铺水库北岸线基本都在三十
岗乡境内，多年来，三十岗乡坚持将
保护水源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前
提。绿水青山的坚守，最终赢来了
发展红利——合肥综合性科学中心
大科学装置集中区落户该乡。

“2017 年 1 月份，国家发改委
和科技部联合批复了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三十岗乡乡
长时坤说，去年 12 月份，中心聚变
堆园区工程开工。目前，三十岗乡
大科学装置集中区的发展蓝图已十
分清晰，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
研究设施、大气环境立体探测实验
研究设施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大科学装置投入使用；400 多米高
的大气立体观测塔将在园区最北端
矗立，成为合肥又一新地标。

时坤介绍，围绕“大生态、超科
技”，庐阳区正在推进园区生态建
设。“大科学装置园区以南、董铺水
库以北将打造郊野公园；合淮路以
西、三国城路以南的董铺水库湿地
公园正在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长三
角地区最大的水源水质保护型国家
湿地公园。”

安徽庐阳

都市有田园 田园见都市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春季，山东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
牛楼社区花海彩田景区已是一片金
黄嫩绿，岸边的千亩油菜花竞相开
放，清澈的泗河水川流不息……

然而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荒滩。自从泗河兖州段上游新建成
龙湾店湿地，流经牛楼社区的水便

“活”了起来。“去年，我们采取村参
与、人入股的方式打造了花海彩田景
区，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不仅社区环
境变美了，村民的收入也大大提高。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牛楼社区党
委副书记张新学说。

“前几年，由于泗河上游兴修水
库、拦河闸坝等，造成泗河兖州段水

量日渐减少，兖州人只能望‘河’兴
叹。”张新学说，水是这座老工业城市
的“魂”，老百姓都盼望着能再现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景观。

为了“点亮”城市之魂，兖州区通

过实施泗河引水入城、启动龙湾店生
态湿地项目等综合开发工程，把泗河
水引入湿地进行净化处理，进一步改
善泗河水质，做好水域环境治理的

“加法”。

同时，他们积极构建“治、用、保、
防、控”水污染防治体系，做好水域环
境治理的“减法”。为做活中水回用
文章，兖州区实施了污水处理厂尾水
净化工程，对辖区内的企业中水进行
再净化，处理后达到三类水标准；增
加泗河兖州段水量，把净水通过提水
泵站引入兖州城区，使城区的水由静
变动，流动起来。

为牛楼社区带来清水的上游龙湾
店湿地，是兖州区争取4000多万元中
央环保专项扶持资金修建的，目前二
期工程正在施工，全长近7公里。与
此同时，总面积约90平方公里的泗河
绿色发展带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兖
州区委书记王宏伟告诉记者，泗河引
水入城后，兖州区确立了“一带一轴两
城四区”的发展思路。其中，“一带”是
指抓好泗河绿色发展带建设，恢复和
改善生态环境，通过2年到3年的努
力，把兖州泗河区域建成集文化旅游、
休闲观光、高端康养于一体，人水和谐
的绿色发展带。

“‘一加一减’破解了水源短缺、
水质保证等难题，换来了生态环境红
利。它不仅是一个治水、净水、用水
的水利工程，更是一个‘一河润古郡、
六湖映兖州’，保障兖州可持续发展
的民生工程。”王宏伟说。

“一加一减”换来碧水绕城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美荣

深圳市罗湖区嘉宾社区公园一角。 （资料图片）

深圳市罗湖区和平天桥景观带。 （资料图片）

文化底蕴与现代艺术碰撞、生态美景与科技科研共舞，

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散发着别样的吸引力。在这片乡村

土地上，望得见绿色，看得见艺术，引得来“国之重器”，更记

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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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葺一新
的山东兖州泗
河河畔，成了
油 菜 花 的 海
洋，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踏
青赏花。

张美荣摄
（中经视觉）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彬江中心小学学生来到大浦村桃园，用画笔描绘美
丽春色，感受春天的气息。 周 亮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