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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上午，家住北京市朝阳
区圣馨家园小区的张大妈又来到家
门口的太阳宫安馨公园散步。自从
今年10月份小区附近新建了安馨公
园，她经常和伙伴们相约来到这里健
身聊天。那个昔日扬着灰沙的工厂
变身绿树掩映的公园后，附近小区的
居民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这个占地2.87万平方米的城市
休闲公园里，栽种着油松、元宝枫、丝
棉木、流苏树和山茱萸等植物，与太
阳宫公园、太阳宫体育公园等连接成
片，占地面积约70公顷，为太阳宫地
区 10 个小区的近 15 万居民提供了
休憩、娱乐、健身的绿色空间。

开窗见绿 森林进城

像安馨公园这样的城市休闲公
园 ，仅 2019 年 ，北 京 市 就 增 加 了
10处。“截至11月底，2019年市园林
绿化局承担的新建 10 处休闲公园、
50处小微绿地及口袋公园任务已全
面完成。到今年底，全市公园绿地
500 米 服 务 半 径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83%。”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
处副处长宋学民告诉记者。

生活在北京的人近几年都有明
显感受：一个天蓝、水清、土净、地绿
的美丽北京正真切地展现在人们
面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将生态
环境保护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实施新版城市总规的重要内容，
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实现了城市发展的绿色
转型，增强了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

如今，“开窗见绿，出门进园，森
林进城”已经成为北京市民日常的生

活感受。在位于西城区菜市口西北
角的广阳谷城市森林公园，一群群飞
鸟在树林里翻飞啁啾；在北京会议中
心的湖面上，一群黑天鹅和野鸭等水
禽在水中游弋嬉戏；在北京延庆世园
会园区北侧的自然生态展示区内，原
有的湿地和林地被保留下来，妫水河
中的小岛上栖息着 100 多种鸟类、
昆虫。

“首都园林绿化还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要增强林地绿地的生态功能，
丰富生物多样性，让绿色更加充满生
机与活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
工程师曹睿说。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北京市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3.5%，城市绿化
覆盖率达到 48.4%。全市建有自然
保护区 21 个，占国土面积的 8.4%。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面积4290平方公
里，占国土面积的26.1%。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保持在“良”的等级，并稳中
向好。

转型驱霾 产业变绿

在北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
地，北京首兴永安供热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雷告诉记者，公司原来担负园区
内57家企业生产用气及2个居民区
4000余户居民的供暖。原有6台燃
煤锅炉，不仅能源浪费严重，同时锅
炉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每年排放污
染物近400吨。后来，经过供热厂全
面“煤改气”改造，又经过 2016 年 8
月再次进行的超低氮改造工程，大气
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指标氮氧化物由
原来的100毫克/立方米降为现有的
30 毫克/立方米，排放量减少 70%，
为改善首都的大气质量作出了应有
贡献。

更为可喜的是，供热厂原先占地
33 亩，改造之后，节余出 20 余亩产
业用地和闲置厂房，张雷说：“2015
年 9 月份，经装修改造后，腾退出的
1.2 万平方米闲置面积吸引了 35 家
文创企业入驻，完成了产业的转型升
级，有力推动了园区文化创意产业集
聚发展，同时，供热厂的经营也基本
上实现了扭亏为盈。”

污染防治的综合治理和绿色转
型让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2013年
以来，北京聚焦PM2.5治理，深入开展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从多方面入手齐
抓共管，统筹“煤气电”，推动能源结
构清洁化；严管“车油路”，推动交通
运输结构绿色化，综合治理机动车污
染；坚持“疏整促”，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应用“人技防”，提高精细化
管理水平和协同“防控治”，加强大气
污染区域联防联控。

11月14日，北京市正式进入供
暖季。经过多年的治理，北京市燃煤
污染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形成了温
暖与蓝天并重的可喜景象。据统计，
2013年至2017年的5年间，压减燃
煤任务完成总量大约是过去10年的
总和。截至2018 年底，北京市平原
地区已基本实现“无煤化”、全市燃煤
锅炉基本实现“清零”。

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9 年前三季度，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42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10.6%，达标天数有 165
天。这些都是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生态文明水平全面提升的
一个缩影。

良好生态环境是国际一流和谐
宜居之都的重要标志，是经济高质量
发展、市民高品质生活的内在需求。
北京市全面加强“四个中心”服务功
能建设，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
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北京正越变越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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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至少走2万步，来回2个
小时。”作为村干部，又是戴河支流
的村级河长，秦皇岛开发区小米河
头村党支部书记高俊平告诉记者，
他天天要到依河而建的戴河生态园
里走两圈，看看有没有垃圾，瞧瞧有
没有污水入河……

“戴河的变化太大了，以前就是
一汪臭水，河岸没有任何植物，人人
都不愿走近。可现在，不仅本地人
愿意来，还成了外地游客的打卡
地。”高俊平说。

2018年夏季，以“山海港城·绿
色梦想”为主题的河北省第二届园
林博览会在栖云山东麓举行，一个
精品荟萃、山美水美、特色鲜明的现
代园博园展现了开发区人的勤劳和
智慧，成为秦皇岛打造生态景观的
亮丽名片。

而就在此前一年，这处海拔
200余米的石头山还是一处乱石裸
露、垃圾遍地的大型采石场。

据秦皇岛市民张凤兰说，这个
区域是秦皇岛市建设的采石区，经
年累月的挖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矿
坑近百个，水土流失严重，远远望去
就像几道城市的大“疮疤”。

2017年7月，秦皇岛开发区启
动栖云山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山体矿
坑修复、植被景观营造，打造集生态
美、生活美、生产美的秦皇岛最美景
观第一山。短短一年，矿山变绿山，
目前秦皇岛开发区已建成开放广场、
翔园生态园、戴河生态园等园林景
观。全区建成园林绿地种植面积1.2
万多亩，公园绿地面积4025 亩，比
10年前增加了15倍，绿化覆盖率达
40.02%，绿地率达38%，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14.7平方米。

2011年以来，秦皇岛开发区对
废弃的戴河深河段进行全方位改
造，先后建成深河核心区、深河二期
景观带、非景观连接段等工程，总长
约 9.3 公里，面积约 185.2 公顷，形
成“一带五公园十八大景点”的总体
格局，建成集防洪、蓄水、生态、景观

功能于一体的戴河生态园。
2018年，秦皇岛开发区再次发

力，从源头下手，充分发挥“河长制”
“湾长制”“湖长制”工作机制作用，
强化网格化管理，实施分片负责，进
行严格的日常监管。同时，还制定
了“一河一策”方案，对区内河流水
质环境进行有针对性的提升改善，
通过前后共13亿元的资金投入，戴
河区域生态再度提升，不仅两岸风
景如画，且园区河段区水质稳定于
地表水3类标准，并荣获河北省“人
居环境范例奖”。

要让开发区生态环境实现根本
好转，规范全区企业生产行为，全面
推进超低排放是重中之重。这是秦
皇岛开发区坚定不移的目标。

近几年，秦皇岛开发区将企业
生态环境作为重头戏，大气污染、水
污染、土壤污染防治全面发力，采取

“一厂一策”措施，严格开展环境工
程、环境监测、环境教育，使得企业
环保意识普遍增强。数十亿元环保
改造资金投入后，开发区企业全面
实现清洁生产。其中，秦皇岛首创
思泰益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
环保抑尘装置成为工业粉尘治理的

“环保卫士”，秦皇岛金海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更换电除尘和石灰石—石
膏法脱硫，秦皇岛烟草机械公司将
能源结构由煤炭改为天然气，中信
戴卡应用水源热泵处理系统节能减
排等均取得显著成效。2018年，开
发区 PM2.5 年均浓度为 43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0.42%，超额完成
44 微克/立方米控制目标；全年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284天，较2017年
增加25天。

如今，优美的生态环境已成为
秦皇岛开发区招商引资的金字招
牌。美国通用电气、美国ADM、中
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
工、新加坡丰益国际、美国甲骨文公
司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和产业龙
头企业的投资项目纷纷落户，给区
域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河北秦皇岛开发区

优美生态就是“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王继军 李玉莹

让绿色成为城市最持久的优势
辽宁省丹东市委书记 葛海鹰

辽宁省丹东市沿江、沿边、沿
海，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在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展进程中，
丹东市始终坚持生态立市、绿色发
展不动摇，努力使绿色成为城市最
厚重的底色、最鲜明的特质和最持
久的优势。

加强污染防控治理，守住绿色发
展底线。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生命
共同体理念，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严格执行国家环保和产业政
策，强化污染源头控制，严把环境准
入关，对损害生态环境的项目一律不
引不批不上，决不以牺牲环境来换取
一时一地的指标增长。淘汰落后产
能，建立重点排污企业名录，进行依
法管理。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国家海洋督察重要决策部署，以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集中力量
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
题。大力实施环境保护工程，坚决打
好蓝天、碧水、青山、净土、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攻坚战，全面落实“河长
制”，建立法规管林、全民护林长效机
制，在全省率先实施乡镇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深入开展鸭绿江流域环境整
治、城市内河治理、取缔黄标车、拆除
燃煤小锅炉、秸秆禁烧等多项环保行
动，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河流平
均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地表水环
境质量状况位列全国第 20 位、东北
地区首位；空气质量始终位列辽宁省
首位；森林覆盖率达67%，人均森林
蓄积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林地
面积居全省首位。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厚植绿色发
展优势。积极向绿色要效益、向绿色
要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林产
业，推广优质稻米、坚果、小浆果等种
植养殖产业，加强特色林业产业基地
和林下经济建设，推动绿色食品和地
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工作。加快工业
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持续推进轻工
业名城建设，积极推进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智能仪器仪表等生产基地建

设，不断发展壮大满族医药等产业集
群。深入实施全域旅游，形成边境、
红色、生态、温泉、江海五大旅游集
群，春赏桃花观海鸟、夏踏海浪玩漂
流、秋赏枫叶摘鲜果、冬滑冰雪泡温
泉的四季旅游各具特色，赴丹东旅游
人数和全市旅游总收入连年增长，

“山海江田 灵秀丹东”城市旅游品牌
持续叫响，现拥有国家、省级风景名
胜区、国家A级旅游景区等35处，景
区景点面积占全境国土面积十分之
一，是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十大宜居中
小城市；宽甸县被确定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大梨树村被命名为全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

统筹城乡规划建设，打造绿色发
展家园。从城市规划入手，严禁沿江
一线建设高层建筑，严控老城区新增
高层建筑，严禁随意破坏拆除具有历
史文化价值的历史建筑。按照严控
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的思路，逐

步调整城市用地结构，为城市未来发
展留足空间。认真开展违建别墅问
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城乡
人居环境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厕所
革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编制、完
善城市园林专项规划，将城区绿化工
作作为十大惠民工程之一，着力打造

“出门 300 米见绿、500 米入园”的良
好生态环境，巩固国家园林城市创建
成果，不断扩大城市绿色规模。积极
培育绿色文明理念，倡导绿色生活方
式，持续开展全民共建生态绿色家园
活动，营造崇尚生态文明新风尚。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夯实绿色发
展根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工
作，出台实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丹东市
城乡规划条例》等，提升环境保护法
治化水平。建立完善自然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制度，制定关于污染防治与
生态建设和保护一系列文件并推进
实施、强化执行，严格用制度管权治
吏、护蓝增绿。

北京市石景山区的莲石湖公园美景。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新近建成的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安馨公园，成为附近居民休闲、健身的
好地方。 （资料图片）

秦皇岛森林体育公园湖区。 赓熙伟摄（中经视觉）

江西省安远县落实河（湖）长制，坚持常态化管理，同时依托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和修复等项目，切实守护一方碧水。图为安远县环卫人员对濂
江河道的漂浮物、杂草等进行打捞清理。 薛玉娟摄（中经视觉）

河北省秦皇岛开发区通过生态修复，将昔日采石场遗留

下的城市“疮疤”改造成山美水美、特色鲜明的生态景观，并

强化日常监管、严格企业准入、全面实现清洁生产，不仅让环

境变美，还为区域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清理河道护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