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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四川调研时，看到天
府新区生态环境很好，要取得这
样的成效是需要总体谋划、久久
为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对成都和天府新区生
态环境建设、顶层设计规划进行
了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对
成都、天府新区发展建设的充分
肯定，大大提振了全市广大干部
群众的精神干劲。大家纷纷表
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不负新
时代机遇，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引领城市崛起的时代机
遇，以新作为、新担当，加快建设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书写新时代
新天府的成都答卷。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市
和天府新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的认可，我备受鼓舞！”市环保局
宣教中心工作人员李妮斯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激
动地说，该局一直为推动全市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做着不懈努力，“我局
于日前发布了《成都市 2018 年
夏季臭氧污染防控行动方案》，
将在夏季臭氧污染防控期间，加
强对臭氧生成前体物挥发性有
机 物（简 称 VOCs）、氮 氧 化 物

（简称 NOx）的管控，以此让市
民看到更多的蓝天白云，呼吸到
更加清新的空气。”

天府新区规划建设国土局
局长林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标明了天府新区
城市特质，指明了发展方向，明
确了奋斗目标，标定了发展战
略。“天府新区从成立至今，一
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 展 理 念 ，坚 持‘ 一 尊 重 五 统
筹’城市工作总体要求，并始终
贯穿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全过
程与各个方面，持续发力，久久
为功。”接下来，新区将继续秉
承“生态优先、先绿后城”的核
心发展理念，在绘制 1775 城乡
总体发展格局之后，充分挖掘
山水田林湖生态要素，投入超
过 300 亿元资金打造生态骨架
项目，“如兴隆湖湿地公园、鹿
溪智谷、天府公园等重大生态
项目，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
为新区最靓丽的名片、最普惠
的民生为天府新区规划建设公
园城市贡献力量。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天府新区生态环境
很好！’的赞许，倍感自豪与骄
傲！”天府新区新兴街道市民伍
代春无比激动地表示，“作为新
区新兴街道的一名普通市民，我
亲历了街道城乡环境整治四大
专项行动，目睹了关闭养殖场、

‘散乱污企业’、小作坊的艰辛与
困苦，感受到了我们群众之间对
新区优化生态环境的喜悦与赞
美。”伍代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很好”二字的评价充分肯定了
新区干部群众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成绩，同时也给生活在天府新
区的市民营造出了高品质的宜
居环境。

“作为一名普通的成都市民，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成都、天府
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充分肯
定后感到非常振奋，非常高兴！”
四川大学“美丽中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蔡尚伟告诉记者，“成都是我
们一起生活的家园，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
自豪感、幸福感、荣誉感。”蔡尚伟建议，成都在以公园城市的理念规划加快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的前进步伐中，“公园”的这个覆盖面尽量
能够朝全域覆盖的方向发展，“就是要营造‘处处是花园，处处是田园，处处
是公园’那个方向去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成都、天府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肯
定，我备受鼓舞，这是成都、天府新区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久久为
功的必然结果。”郫都区市民葛少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心中激动之
情，作为一名热爱成都的“蓉漂”，近年来他亲眼目睹了成都改善生态环境
所做的不懈努力，健身绿道、湿地公园等一大批生态设施建设从规划变成
了现实，常态化的蓝天白云已成为了周末最美的风景，站在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的山顶上，郁郁葱葱，满眼绿意，甚至看清了远处的雪山，这些都让
他心有所感，认为绿色生态才是这座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名片。“总
之在成都，我不仅领略到了国际大都市的时尚范儿，也感受到了十足天然
的园林味，更加深深让我爱上了成都休闲绿色的慢生活节奏。”

本报记者 王李科

做好顶层设计 筑牢生态本底 把握时序要求
锦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截污清淤全面完成 基本实现无污水下河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水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成都而言，尤为重要。

一直以来，成都坚决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决策，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更
将水生态治理作为成都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

做好顶层设计、筑牢生态本底、把握时序要求、优化水网格局⋯⋯在描绘“水润天府”胜景的水生
态画卷中，成都以锦江水生态治理为引擎，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治水新路子。

自去年12月1日锦江水生态治理启动以来，成都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重大决策部署，深入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遵循“统一规划、流域治理、集中收集、市区共建、分项建设、分期实施、公司运营”的原
则，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按照“一年治污、两年筑景、三年成势”时序要求，以锦江绿道建
设为载体，以持续改善锦江流域水环境质量为核心，项目化、工程化加快锦江水生态治理，努力打造水
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新锦江”，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水生态保障。

路径图
力推三大工程
实施五项措施

锦江水生态治理行动“路径表”是什么？按
照规划，成都分“两步走”：2018 年 5 月底前，锦
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全面完成截污、清淤、补水工
程，实现无污水下河。

到 2020 年，锦江堤防整治、闸坝改造、生

态修复、景观提升、视频监控及锦江流域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与锦江绿道建设
同步完成，碧水长流、生机盎然的宜居滨水廊
道初步呈现。

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成都将力推三大工
程：加快推进控源截污工程建设、全面推进流
域清淤工程、有序推进清水补水工程这三大
工程。

第二阶段，成都将实施五项具体措施：实施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进锦江干

流闸坝改造、实施堤防建设和护岸改造、实施生
态修复工程、推进智慧管理设施建设。

成绩单
全面完成锦江干流和
重要支流截污清淤

按照治理进程，目前，锦江水生态治理的
“成绩单”是否合格？

据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工以来，锦
江水生态治理项目各项工作都在有序有力推
进：实施控源截污，通过摸排污染源，有针对性
地编制治理方案，实施源头治理，实现污水不下
河；实施清淤疏浚，消除内源污染，确保河道行
洪、输水通畅；建设样板工程，在锦江太升桥至
大安东路桥之间建设锦江绿道中心城区样板
段，提档升级绿化景观，打造亲水平台和休憩驿
站，让广大市民提前领略锦江绿道风采。

精准把握时序要求，截至今年5月31日，成
都全面完成锦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截污、清淤等
工作，基本实现无污水下河的目标。

同时，5 月下旬水质监测数据显示，黄龙溪
断面和二江寺断面水质达 IV 类，岳店子断面水
质达Ⅲ类，岷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

下一步
加快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设

注重水景观打造
一锤接着一锤敲，下一步，锦江水生态治理

还要重点做哪些工作？“除完成截污、清淤、补水
目标任务外，今年，还要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及再
生水利用工程建设，将新建污水处理厂12万吨/
日，提标改造污水处理厂8万吨/日，新增再生水
利用设施20万吨/日。”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同时，该负责人表示，在锦江水生态治理中，
一方面着力截污、清淤等措施改善水质；另一方
面，还将注重水景观的打造，重点打造了高新区
新川之心人工湖、天府新区兴隆湖和鹿溪河生态
区等水生态公园，建设了亲水步道、骑游廊道、主
题景观区域，广大市民朋友可以随时体验。

此外，各区（市）县将以锦江绿道建设和锦
江水生态治理为抓手，加强锦江沿线社区、街巷
治理，深入到街巷里去，推进沿江社区的综合治
理，加强文商旅体形态创新和植入。随着综合
整治成效日益明显，一系列经济效益也会开始
显现：周边地区的商贸、房地产、旅游、文化等第
三产业也将得到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胡清

我市各界干部群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的讲话后表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

不负新

时代机遇

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说——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成都抓住“遥望雪
山”这一空间特质，落笔城市格局，着
墨城市形态，聚力“三治一增”，让绿
色沁润到城市的方方面面。

在成都新一轮总规修编中，把
龙泉山由原来的生态屏障转变为城
市绿心，开启了城市格局“千年之
变”，优化环境容量，为城市永续发
展开辟空间，以再现“窗含西岭千秋
雪”胜景。

而规划建设16930公里、覆盖全
域的天府绿道，则能让绿色生活触手
可及。按照“景区化、景观化、可进
入、可参与”的原则，天府绿道以人民
为中心、以生态为本底、以文化为特
色，展现天府文化，体现国际水准，将
描绘一幅“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
天府”的蜀川画卷。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为

创造优良人居环境，成都深入实施铁
腕治霾、科学治堵、重拳治水、全域增
绿等工程，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
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铁腕治霾，让市民看到更多的蓝天白
云、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气。科学治
堵，让市民出行更便捷更畅通。重拳
治水，打造“宜居水岸、活水成都”。全
域增绿，重现“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
润天府”的胜景，让市民“慢下脚步、静
下心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

如果城市发展需要一种颜色，那
么在新时代下的中国，它一定是绿
色。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
非一朝一夕之力，却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
美丽宜居城市，成都将让一方湛蓝的
天空、一条明澈的河流、一处清新的
绿景，成为当代人的生态福祉，也将
成为后世的绿色根基。

本报记者 文豪

今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成
都市民收到了一份超级厚礼——在
市区清晰可见周边的雪山，250 公里
外的蜀山之王贡嘎山也出现在了成
都的天际。接连几天，坐城观山的美
景都在朋友圈中不断“刷屏”，引得网
友排队赞美。

去年，成都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 2013 年增加了 103 天，为 5 年来
最好水平；今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成 都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为
61.0%，同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重污
染天数同比减少 11 天。通过持续开
展压减燃煤、治污减排、控车减油、清
洁降尘、综合执法、科技支撑 6 个方
面重点工作，成都在今年的蓝天保卫
战中开了个好头。

市级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稳
定保持在 100%，全市污水处理能力

达到 356 万吨/日。中心城区黑臭水
体治理已全面完成⋯⋯如今，不管是
清晨还是黄昏，不少市民都会到河
边，或散步，或锻炼，亲近山水，享受
生活。水污染防治工作成绩不俗。

让大家在大都市也“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市间推窗
可见的绿也逐渐多了起来。实施全
域增绿，成都通过打造花园式特色街
区、建设小游园、建设微绿地、建设立
体绿化、增花添彩等举措，让市民享
受从容踏实的生态幸福。“身边的花
花草草变多了，公园的舒适度提升
了，街区变得干净清爽了。”越来越多
的成都市民发出如是感叹。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
中，成都将让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我去四川调研时，看到天府新区生态
环境很好，要取得这样的成效是需要总体
谋划、久久为功的。我了解到，2016 年我
在重庆座谈会上提到的府河成都段是天
府新区的重要生态廊道，为了治理严重污
染问题，当地政府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
上，按照一年治污、两年筑景、三年成势的
时序要求，推动截污、清淤、补水同向发
力，并采取景观提升、长效管理等措施，计
划在今年 5 月底前实现干流和重要支流
无污水下河，最终彻底解决河段严重
污染问题。府河黄龙溪国控断
面 2015－2016 年总体水质
为劣 5 类，2017 年总体水质
为 5 类，今年前两个月均
为 4 类，整体趋势是不断
好转的。所以说，做好顶
层设计后，只要一锤接着
一锤敲，必然大有成效。

成绩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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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做法
让绿色沁润到城

市的方方面面

市政协召开
党组（扩大）会议

李仲彬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 王琳黎） 昨日，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
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
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学习成都市对外开放大会精神和全
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会议精神。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仲彬主持
会议。

李 仲 彬 指 出 ，要 深 学 细 悟
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
要论述，紧密结合成都发展实践，
深入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更好发
挥 政 协 特 色 优 势 ，助 推 中 央、省
委、市委关于科技工作的决策部
署落地落实，推动成都经济高质
量发展。要准确把握成都对外开
放大会精神，有效发挥作用，突出
重点履职，形成共识合力，让广大

政协委员、干部群众在奋力谱写
成都开放发展的绚丽篇章中实现
价值。要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
紧密结合省委、市委“大学习、大
讨论、大调研”各项要求，推进全
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政协
成都市委员会委员履职服务与管理
办法》《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关于加强
政协委员学习培训工作的实施意
见》《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关于加强与
界别和参加单位工作联系的实施办
法》《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协同互动试
行办法》《政协成都市委员会专门委
员会通则》等。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郝 康理、刘仆，党组成员、秘书长
景民出席会议。市政协党外副主
席罗霞、徐玖平列席会议。

“我去四川调研时，看到天府新区
生态环境很好，要取得这样的成效是
需要总体谋划、久久为功的。”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上如是指出。

兴隆湖畔景色秀丽迷人，而这只
是成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环境需要
看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
成部分，要求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
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
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坚持生态
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省委书记彭清华主持召开生态环
境保护专题会议明确，要牢固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结合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坚决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落实，奋
力谱写美丽中国四川篇章。

一直以来，成都坚定贯彻着对“生
态”与“绿色”的理解和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在天府新区视察时，作出“突出
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
的重要指示。成都坚定践行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坐城观山，推窗见绿，仰望蓝天，
俯掬清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绿色，正成为
成都城市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最持久
的优势。

正成正成为成都城市发展为成都城市发展
最持久的优势最持久的优势

景色秀丽迷人的兴隆湖畔是成都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个缩影 本报记者 王李科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