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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铜川绿意浓浓尧生机勃勃遥 从一口井到一座城袁作为一个因

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袁铜川也曾坚持野先生产袁后生活冶的发展方式袁虽
为祖国的建设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袁却不幸被列入野卫星上看不
到的城市冶遥 痛定思痛袁转型发展成了铜川绕不开的话题遥 多年来袁铜川
以转型为根本袁走出了一条转型升级的绿色发展之路遥尤其是野十三五冶
以来袁铜川认真践行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理念袁污染防治攻坚战取
得阶段性成效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袁绿色成为最亮底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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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充分
利用丰富的石榴资源和特色的盆景造型
技艺袁大力发展石榴盆景产业遥目前袁当地
已建成石榴盆景特色产业园袁培养盆景盆
栽大户约 300 户袁 年产石榴盆景盆栽约
20 万盆袁推动了农旅产业融合发展袁实现
田园变公园尧农区变景区袁助力乡村振兴遥
图为榴园镇美丽的石榴盆景特色产业园遥

孙慧 摄

铁腕治霾袁守好野生态绿冶
近年来陕西省铜川市坚持以

野减煤尧抑尘尧控车尧治源尧禁燃尧增
绿冶为抓手袁落实野一市一策冶精准
治霾袁开展 5 个专项行动集中整治
工地道路尧臭氧尧机动车尧非道路机
械尧面源污染袁实施野煤改气冶野煤改
电冶清洁能源替代尧野散乱污冶企业
综合整治袁深入推进黄标车及高排
放老旧机动车淘汰等专项行动遥

从产业结构优化到清洁能源
替代袁 从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到
区域联防联控袁 铜川充分应用
野大数据+环保冶技术袁监管平台
实现 24 小时无缝式监管袁 蓝天
保卫战全面发力袁大气环境质量
持续好转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铜川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从
2015 年的 210 天增加到 2020 年
的 286 天遥

在华能铜川照金煤电有限公
司笔者看到袁 整齐划一的工厂内
花团锦簇尧绿树成荫袁这里已不再
是人们过去形容为野傻大黑粗冶的
模样遥 那时袁这里不是浓烟滚滚袁
就是飞灰扬尘袁或是污水遍地袁总
之一个字 野脏冶遥 而如今这里袁天
蓝尧水清尧草绿袁风景如画遥

何以有此变化钥 华能铜川照
金煤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罗军保

介绍说院野我们积极实施超低排
放改造袁耶十三五爷期间在西北地
区率先完成电厂烟气超低排放
改造袁改造后每年二氧化硫排放
总量下降 82.02%尧氮氧化物排放
总量下降 48.65%尧烟尘排放总量
下降 84.15%遥 同时袁对煤场和卸
煤沟实行全封闭技改袁实现了耶卸
煤在煤棚袁储煤在煤仓袁原煤不外
露袁厂区无扬尘爷袁年可减少粉尘排
量约 420 吨袁彻底解决了电煤接卸
和转运过程中的扬尘污染问题遥 冶

未来袁 华能铜川照金煤电有
限公司将继续推动燃煤机组优化
升级袁拓展综合能源服务市场袁开
发新能源发电项目袁 加快推动电
煤运输结构调整袁 守护好铜川这
一片来之不易的野生态绿冶遥

环境修复袁引来朱鹮翩翩舞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铜川市投资

3000 万元实施沮河上游水源地保
护项目袁建成隔离防护网 72 公里遥
积极实施资源枯竭型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项目和山水林田湖项
目袁 恢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7957.83 亩遥

沮河边袁朱鹮翩翩起舞遥 采访
团一行来到位于沮河边的铜川市
耀州区柳林林场袁这里草木丰盛尧

生态宜人遥
2013 年在这里野化放飞 32 只

朱鹮曰2014 年袁 多只朱鹮宝宝在柳
林林场出生曰2015 年袁 铜川市又从
周至县楼观台引进了 30 只朱鹮袁
以巩固当地朱鹮野化放飞成果遥 如
今袁野铜川籍冶 朱鹮已繁育三代袁数
量超过百只遥 野铜川籍冶朱鹮是中国
朱鹮分布区域最北纬度的一个种
群袁也是经历过最严寒气候的朱鹮
种群袁这一具有地域跨越性的放飞
是拯救保护濒危朱鹮的成功典范遥

据了解袁朱鹮选择在哪里野安
营扎寨冶出于对这里的环境的野综
合评分冶袁落户铜川袁不仅是对这里
生态保护工作的肯定袁更体现了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遥

展望野十四五冶袁铜川将坚持以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核心袁以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为总抓手袁
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袁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袁 以更加坚定的信
心尧更加务实的作风袁奋力谱写铜
川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遥

近年来袁浙江省江山市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袁努力探
索出一个低成本可复制尧乡土化可
操作尧长效化可坚持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野江山样本冶遥

坚持原色整治理念袁确保乡土
化可操作遥

江山市遵循野接地气尧不烦琐尧
做得到冶的原则袁收集美丽庭院尧污
水治理等建设项目的好做法袁并适
当借鉴外地典型案例袁编制叶美丽
乡村建设江山样本指导图册曳曰充
分挖掘各村自然环境尧 人文历史尧
特色产业等优势进行个性化改造
提升袁利用本地资源融入建设项目
中曰注重保留村庄原始风貌袁不推
山尧少改路尧少拆房袁利用环境整治
中拆除的废旧砖瓦打造自家田园
样板袁兼具实用性尧观赏性尧创意
性遥

坚持高效整治理念袁确保低成
本可复制遥

江山市将人居环境整治尧 产业
培育尧 景区村创建等各类元素相互
融合尧科学布局遥全面开展旱厕整治
清零行动袁 建立污水设施 野五位一
体冶的运维机制袁抓细抓实农村垃圾治理工作遥财政安
排专项资金尧整合部门项目资金尧发动乡贤积极反哺
家乡建设等举措整合资金兜住底遥

坚持持久整治理念袁确保长效化可坚持遥
江山市将村庄卫生保洁尧 垃圾分类等纳入村规

民约袁健全完善野五位一体冶农村生活污水运维尧卫生
保洁野四级联查冶机制袁成立美丽乡村管护理事会袁明
确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曰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袁引导群
众自己投入完成宅间道硬化尧户厕改造尧庭院绿化等
项目建设曰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袁推出 6 条乡村休
闲旅游精品线路和 6 大核心景观片区建设遥 邓保群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频频现
身袁新物种尧新记录种不断发现
噎噎我国生物多样性状况持续
改善袁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野
生动物的安居家园遥

生物多样性是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根基遥 作为世界上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袁 我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参与者尧
贡献者与引领者遥

我国是最早签署叶生物多
样性公约曳的国家之一袁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各类规划
和计划遥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尧
退耕还林还草尧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等措施袁植被覆盖不断
恢复和增长袁珍稀濒危物种实
现恢复性增长遥 生态保护红线
初步划定袁绝大多数重要物种
和重要生态系统在红线内得到
了有效保护遥

与此同时袁我国也是生物
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遥 可喜的是袁随着绿色发展
理念深入人心袁各地坚持走生

态优先尧绿色发展之路袁更加重
视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减少对生
态环境尧生物多样性的损害袁努
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遥

今年 10 月袁联合国叶生物
多样性公约曳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将在云南昆明举办袁让我
们以此为契机袁行动起来保护
生物多样性袁努力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袁共建繁
荣尧清洁尧美丽的世界袁共同呵
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
园遥

图为铜川市照金沮河上游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后的秀房河湿地遥 苏康 摄

以转型为根本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绿色成为铜川最亮底色

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阴寇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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