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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贵阳贵安“强省会” 五年行动誓师大会举行。大会精神在贵阳贵安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切实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职责，全面推广集约节约、低碳循环的发展方式，让城市功

能更加完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城市承载力显著提升。

绿色发展 加快打造生态性更强的功能城市

———贵阳贵安“强省会” 五年行动誓师大会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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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提出，要通过山、水、林、城

的有机组合， 形成城中有山、 山中

有城、 城在林中、 林在城中的城市

特色。

“市林业局将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和贵阳贵安 ‘强省会’ 誓师大会精

神，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好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积极推进林业生

态建设和保护，主动服务新型工业化

发展， 奋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

绩，为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贡献林业

力量。 ” 贵阳市林业局党委书记、局

长吴德刚说。

吴德刚表示，下一步，市林业局

将坚持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

发，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优化林业

审批审核事项办理流程， 推动贵阳

贵安林业工作“机制融合”“行动融

合” ，从而推动项目落地，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保护、系统治理、系统修复，切实加

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大力实施林

业生态建设和修复工程， 加大环城

林带建设和保护力度， 持续提升单

位面积森林蓄积量、森林景观美景度

和森林生态服务价值。 坚持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科学合理利用森

林资源，打造特色林业产业生产、研

发、加工、销售、旅游、文化等全产业

链， 在推动林下经济发展上打开新

局， 为加快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

撑。 全面实行“林长制” ，贯彻落实

《贵阳市贵安新区全面实行林长制

实施方案》，构建市（贵安新区）、县

（市、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四级林长体系，提升林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林长

制” 促“林长治” 。 持续加强森林资

源监管，加大林业灾害防治力度，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誓师大会鼓舞人心、 令人振

奋。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大会精神，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行、农户参

与、统一转运、集中处理、经费分摊’

的原则，从三个方面深入推进农村垃

圾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 开阳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强

勇说。

优化点位布局。建设农村垃圾治

理试点乡（镇）、试点村，按照“每户

设置一个垃圾收集桶” 的标准，合理

设置垃圾收集点位，定期上门进行收

集转运，做到应收尽收。

引入社会资本。 将全县农村垃圾

收运配套设施整体打包，引进企业进

行市场化运营，优化整合现有环卫资

源，建立优化片区垃圾转运统筹联动

模式，提升运营效能；同时，加强日常

监督巡查， 及时有效发现存在问题，

督促运营企业整改， 并制定奖惩机

制，严格实施绩效考核，促使运营企

业提升服务质量。

引导群众参与。 开展多形式宣

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环境卫生、垃

圾分类等环保方面的知识，引导、促

进广大村民转变传统思想观念，改

变不良生活习惯； 积极探索农村垃

圾处理费征收工作， 按照生活垃圾

处理“谁产生、谁付费” 的原则，在

试点乡（镇）、试点村制定合理收费

标准；拟在具备条件的村镇，由垃圾

治理运营企业建设“励志超市” ，群

众通过可回收物兑换积分， 大力激

发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共建、共

管、共治、共享的积极性；在各村定

期组织开展环境整治“积分” 大评

比， 逐步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

会风气。

保护自然生态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B

大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一核三

廊四带、两湖九河千园” 自然生态格

局，把城市镶嵌在绿地、森林、河流、

湿地之间。

“我们将以实施‘强省会’ 五年

行动为工作主线，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继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准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方

向、 原则和路径， 全面落实 ‘河长

制’ ， 将南明河集中整治向常态化、

长效化可持续转变。 ” 贵阳市水务管

理局副局长刘楚霞说。

刘楚霞介绍，自 2012 年以来，贵

阳市引入系统治理思路，坚持全流域

统筹、干支流一体，按照“控源截流、

内源治理、疏浚活水、生态修复” 的

思路，彻底整治南明河污染问题。 截

至目前， 全流域 25 处黑臭水体全部

消除，7 条主要支流水质全部达标，

中心城区段水质稳定达到Ⅳ类，部分

区域达Ⅲ类及以上，南明河“除臭”

“变清”“景美” 治理目标逐步实现。

刘楚霞表示，接下来，市水务管

理局将以巩固南明河流域治理成效

为目标，继续在提升污水处理能力上

做加法、 在降低截污沟负荷上做减

法， 进一步提升南明河水环境质量。

同时，强化排水与污水处理全过程管

理，建立南明河溢流问题整改长效管

理机制，助力贵阳市建设生态性更强

的功能城市，真正让生态成为贵阳最

鲜明的特色、绿色成为贵阳最靓丽的

底色。

息烽县住建局副局长杜杰说，

2020 年， 息烽县通过全力打好蓝天

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固

废治理战、 乡村环境整治战五场战

役， 持续开展排污口规范化及 “双

十”“三磷” 等专项整治工作，生态

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 98.3%，PM2.5、PM10 浓度控

制在国家二级标准范围，10 个农村

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均

达到Ⅲ类以上标准，达标率为 100%。

杜杰表示，接下来 ，息烽县将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夯实可

持续发展基础；持续深入推进“蓝

天保卫战 、碧水保卫战 、净土保卫

战、固废治理战、乡村环境整治战”

五场战役 。 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

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着力推进县城

污水处理三期项目建设，在不断提

高污水处理能力的同时，全力做好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强化排

查摸底、建立工作台账 ，为禁捕退

捕渔民发放养老保险补贴，对转产

渔民进行创业指导、就业培训和跟

踪服务，确保“十年禁渔 ” 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建立长效机制 巩固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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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在花溪区的贵阳市首个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环保发电项目———城市生活

垃圾综合处理工程。

位于贵安新区的松柏山水库。

市民在参观贵安国际绿色金融港。

贵阳市一角。 贵阳市林业局 / 供图

大会提出，要不断厚植绿色发展

优势、增强绿色发展动力，切实把绿水

青山建得更美、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誓师大会为我们的工作明确

了方向。 ”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清镇分

局局长袁志东说，近年来，清镇市实

施了科学治污、精准治污，持续开展

蓝天、碧水、净土、固废、乡村治理五

场战役， 环境保护投入不断加大，环

境保护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生态环

境质量逐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袁志东表示，下一步，清镇市将

按照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实践创新区

的总体要求，重点做好巩固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 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建立健全现代化环境保护治理体系

三大方面的工作。在巩固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方面， 持续加强红枫湖保护，

加强受污染土壤监测，开展矿山生态

治理修复，推进农村黑臭水体和污水

治理， 强化危废处置和固废综合利

用， 完善污水处理厂管网提升改造；

在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面，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推广绿色材料，开展

低碳社区创建，促进工业企业清洁生

产；在建立健全现代化环境保护治理

体系方面，严格落实生态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的“三线一单” 分区管控方

案，认真执行河（湖）长制、林长制，

为建设生态文明实践创建区打下坚

实基础。

贵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许

静介绍，近年来，贵安新区先后出台

《贵安新区直管区建设生态文明示

范区实施方案》《贵安新区直管区基

本农田保护制度》《贵安新区直管区

生态环境负面清单制度》《贵安新区

直管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施办

法(试行)》等系列制度，形成“1+9”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同时，以强化规

划管控、改革审批方式、优化服务质

量为工作目标，创新工作机制，强化

“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空间管控， 优化项目环境准入管理，

合理匹配和使用环境资源，加快构建

更高效快捷的环评管理模式。

许静表示，下一步，贵安新区生

态环境局将自觉践行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理念，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履职尽责，坚持“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 ，以环境承

载力为基础，大力支持绿色、循环、低

碳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让空

间开发和环境保护互补互益，使绿水

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

效益，为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

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厚植生态优势 不断激发绿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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