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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植绿后建城，新区的基调
是绿色的

“有的城市是先发展再植绿，我们不一
样，先有了生态公园，慢慢地，人们被好环境
吸引到这里来居住。”赣州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支队蓉江新区大队长吴运连自豪
地说。

赣州市蓉江新区采用“300 米见绿、500
米入园”要求，践行“先植绿、后建城”的发展
思路，在城市公园绿地的建设中包含了 7 个
公园，尤其是滨江公园、新世纪公园，格外受
市民欢迎：“温暖的阳光，浪漫的芦苇，大片
的向日葵，公园内一年四季还有不一样的景
色，简直不要太美好！”

滨江公园中部利用天然的生态环境、水
系高差，通过拦水坝营造出瀑、溪、湖、滩、汀
等不同景观效果，建设了多处景观平台；滨
江公园北段则内水和外水呼应，既引入江
水，又采用了以格栅、沉砂澄清为主体的水
质净化工艺，保障水环境安全；公园内还有
各种观赏性极强的水生植物和花卉，春有粉
黛乱子草、夏赏荷花满池、秋听芦苇摇曳、冬
看银装素裹，生物多样性丰富。

美丽的公园吸引了一大批市民前来周
边定居。有市民调侃，买蓉江新区的房子得
靠“抢”。

如今，蓉江新区已经建成公园绿地面积
3953 亩，在建公园绿地面积 3816 亩，完成投
资 约 45 亿 元 ，人 均 绿 地 面 积 达 19.48 平 方
米。

滨江公园一位保安说：“我从公园刚刚
建起就在这里工作，看着它的景色越变越

好、游客不断变多，我每天能边赏景边工作，
真是说不尽的舒坦。”

搭建智慧环保平台，实现监
管全覆盖

作为一个城市新区，蓉江新区实现了零
工业污染。《赣州都市区总体规划》中强调，
不在蓉江新区中建设任何一家工业企业，力
争将蓉江新区打造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人
宜行的生态文明新城。

“我们这里因为没有工业高污染项目，
环评只用针对小微企业的一些废气废水。”
蓉江新区生态环境部门环评负责人告诉记
者。

绿水青山的发展为蓉江新区带来了金
山银山。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蓉江新区建
立起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承办了大批旅游
项目、节日活动等。

去年国庆小长假期间，滨江公园的音乐
喷泉和赏心悦目的风景，令游人陶醉。“你要
是问我有什么缺点，那可能就是游客太多
了，一个转身同伴就不见了。”赣州市民朱先
生笑道。

据统计，2021 年蓉江新区接待游客达
236.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024 亿元，较
2020 年分别增长 153.94 %、164.04%。

作为新型智慧城市的缩影，蓉江新区生
态环境智慧监管网络正逐步成型。目前，已
初步完成智慧环保显示屏和电脑网页端平
台建设，将 1 个乡镇气站、12 个空气微站接
入系统，基本建立蓉江新区大气监管网格。
这里还正在建设 1 个水质微站、3 个雨水监
测系统、5 个视频监控系统、6 个水质浮标站

和 20 个噪声微站，同时将辖区内工地、园
林、高空瞭望、黑烟抓拍等视频监控系统接
入智慧环保平台。

2021 年，蓉江新区细颗粒物（PM2.5）平
均浓度为 22μg/m3，但偏高的 PM10 浓度，却
让高标准、严要求的蓉江新区生态环保人不
甚满意。

分析发现，这是由于蓉江新区还处在发
展阶段，城区内建筑工地较多，造成工地扬
尘问题多发。

为此，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蓉江新区分局
要求所有建筑工地都安装了扬尘在线检测
仪，实现全区 64 个建筑工地扬尘在线检测
仪安装全覆盖。同时，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治
理专项检查，共下发整改通知单（监督抽查
记录）215 份，治理扬尘问题 295 处，对扬尘
治理问题突出的 15 个项目的 45 家责任单位
进行了约谈，通报扬尘治理落实不力项目 10
批次，涉及项目 69个。

为了将环境知识普及到村落，蓉江新区
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利用起村里的小喇叭。

“塑料袋，竹木筷，城市污染真厉害……”小
喇叭里一段段朗朗上口的环保顺口溜，令村
民们印象深刻。

岁月无声，行进有痕，蓉江新区的发展
如同开往春天的火车，满载希望的绿意，行
驶在蓝天之下碧水之畔。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昆明报
道《云南省滇池湖滨生态红线及
湖泊生态黄线“两线”划定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近日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方案》紧密结合滇池实际，
对滇池湖滨生态红线、湖泊生态
黄线进行了划定，并依据“两线”将
滇池流域自湖泊由内到外依次划
分为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保护
缓冲区、绿色发展区，分区制定了
相应的管控措施。

《方案》提出，滇池湖滨生态

红线以生态廊道线不进入滇池保
护一级区和确保生态系统完整性
为底线，充分结合滇池绿道选线
线型进行划定。滇池湖滨生态红
线全长 134.9 千米。滇池湖泊生
态黄线全长 117.3 千米（除管控线
外均已建成），围合面积 365.3 平
方千米（含水面面积）。

生态保护核心区的管控以提
升水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目
标，实行最严格生态保护制度，提
出最严格监管要求，引导人口和
产业全面退出，最大限度减少人

为干扰。生态保护核心区实行正
面清单管控。在 2022 年底前，与
保护治理无关的设施全面退出，
并制定详细退出方案。

生态保护缓冲区实行负面清
单管控。缓冲区内的小区、村庄
只减不增；禁止新增建设项目，禁
止新增工业和住宅项目，坚决退
出违规违建项目。同时，禁止扩
大建设规模、水资源浪费、新增排
污口、污水直排、生活垃圾无序处
置、“大药大水大肥”种植、规模化
养殖、粗放种植。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
道《河北省 2022 年 20 项民生工
程实施方案》日前出台，围绕城乡
建设、教育、卫生健康、养老、文化
体育、环境整治等方面，聚焦群众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大力实
施 20 项民生工程。其中，多项内
容涉及污染治理和环境整治。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工 程
中，河北省将建成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设施 17 座，同步关停剩余的
22 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实现城乡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全覆盖、新增

生活垃圾零填埋。完成全省 126
个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作，严
防污染地下水。

围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河
北省民生工程明确了农村厕所改
造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
理、农村生活水源江水置换等工
程。2022 年，河北省将坚持求好
不求快，改造农村户用卫生厕所
70 万座，其中新建 50 万座、改建
20 万 座 ，建 设 农 村 公 厕 1.05 万
座，实现行政村公厕基本全覆盖；
完成剩余 9000 个村的农村生活

污水无害化处理工程，实现全省
具备条件的村庄分类施策无害化
处理设施全覆盖；在石家庄、保
定、邢台、邯郸和定州、辛集等市
的 41 个县（市、区）和具备条件的
地区实施农村生活水源江水置换
项目，新增江水置换人口 700 万
以上，实现南水北调受水区农村
居民全部饮用引江水。

根据规定，河北将通过强化
组织领导、强化要素保障、强化督
导考核、强化宣传引导等保障措施，
推进 20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

江西江西赣州赣州：：

从公园中展望一座城市的未来从公园中展望一座城市的未来
◆◆本报记者张林霞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员吕卓然通讯员吕卓然

“好美啊，又get到一个打卡好地方！”
“能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日子真是

要越过越舒心了。”
“几年没去了，发展得真好啊，景色

太美了。”
江女士在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

新世纪（十里花溪）公园拍摄并发布的

一条抖音视频，收获网友点赞和评论。
2017 年，蓉江新区在赣州市拔地

而起，很多人用“华彩蝶变”来形容对它
的感受。在不到 5 年时间里，一张张设
计图纸变成现实，无人问津的荒地开拓
成公园，泥泞的小道种上了绿色植卉，
一幅绿色发展的画卷徐徐展开。

云南滇池“两线”划定方案公开征求意见

生态保护缓冲区禁止新增工业和住宅项目

河北确定20项民生工程

多项涉及污染治理和环境整治

新鲜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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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蓉江新区公园绿意盎然赣州市蓉江新区公园绿意盎然。。
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蓉江新区分局供图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蓉江新区分局供图

市民在蓉江新区公园健身市民在蓉江新区公园健身。。

2021 年，浙江省新增野生鸟
类记录 12 种，其中两种是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专家分
析，这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省
内各类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的开
展、公众拍鸟识鸟能力的提升有
关。图为去年 12 月，摄影爱好者
在杭州市青山湖拍摄到的绿眉
鸭，这也是浙江首次发现这种野
生鸟类的踪迹。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治水办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