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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镇江

校对/田正军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82.94%

满城绿色悄悄将你我包围
本报记者 司马珂

绿色头条
秋 意 正 浓 ，漫 步 镇 江 城 市 街
头，道路、河道两侧绿树依然葱翠；
坐落城市之中的几十座山体已是
万树着彩妆，分外妖娆；市民随处
可见的城市绿地，树、草、石、亭相
得益彰，成为城市中极具韵味的景
致。近年来，镇江城市以山水为底
色，以城市山林为主基调，不断因
地制宜、精雕细琢，拓展绿色空间，
绘制出富有镇江特色的现代山水
花园之景。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
全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40.44%，绿
化覆盖率达到了 43.00%，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 18.62 平方米。城市的
“绿色”，让人、城市与自然为融为
一体，不仅改善着城市的生态，发
挥着城市绿肺之功效，还不断提升
着我们的人居环境。
今年 60 多岁的钱先生，就是众
多亲身经历城市绿色之变的市民。

他告诉记者，孟家湾水库周边原来
是垃圾遍地、
环境恶劣，
可是自从水
库实施改造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
善，看着水体被清理，有了亲水步
道，假山绿树掩映，景致一天天变
美。
昔日脏乱差的地方大变样，
成了
鸟语花香、
景致很美的湿地公园，
采
访中钱先生的脸上笑容不断。
除了孟家湾绿地之外，今年，
我市还将新建虹桥港绿地、小龙山
绿地、西团结河绿地（中段）、长江
花园绿地等。其中，虹桥港绿地将
重点打造滨河景观带，小龙山绿地
则将结合小龙山山体进行综合整
治及环境提升。
“推窗见绿、开门见景、人在绿
中，城在园中”，这样的绿意比比皆
是，这样的绿意越来越浓。景城相
融，绿色为底，镇江作为一座现代
化山水花园城市的立体呈现得益
于彰显城市基底的规划体系。
镇江市域范围内水系丰沛，拥
有几十座自然山体，这为城市环境
提升提供了优越自然禀赋。我市充
分利用山水生态条件和江河山林

格局，培育人工生态空间，提出了
八纵”园林景观路网，与老城区的
构建“廊道-斑块-节点-基质”的生
林荫路相互交织，与风景区、山体
态系统格局。特别是本轮绿地系统
公园、街头绿地相连，形成了城市
的规划，将以南山为核心，长江为
景观中的绿色风景线。而古运河风
主轴，以城市河道、城市主干道的
光带连通老城区，与滨江风光带、
绿化带为绿色网架，以三山、南山、 运粮河等河道形成了沿江沿河的
圌山风景区及禹山、横山、五州山、 绿网。据介绍，根据规划，镇江中心
十里长山、香山等风景区为绿色斑
城区绿道，将建成 14 条不同主题的
块，串联区域生态绿地、构建多层
山林城市生态廊道。
次、多功能、网络化的生态绿地布
为了加强城市绿地的建设、管
局结构。
理和养护，促进管理的制度化、规
近 3 年来，我市先后建成了蚕
范化和精细化。我市还先后出台了
桑路口游园、赛珍珠文化公园、招 《镇江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镇江
商北固湾绿地、向家门绿地、海绵
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修订完善
公园等多种类型的公园绿地。特别
了《镇江市城市绿地养护标准》
《镇
是于去年新建成的向家门绿地就
江市市管绿地养护管理考核办
是利用天然山体景观打造城市绿
法》，制度的完善，有力地保障了城
地的典型，将城中村拆除，背依山
市绿化工作的成果。
林景观，融合“海绵”将其建成了附
纵观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城
近十几个小区居民可以休闲、游乐
市建设新理念、新技术，引导市政
的城市绿地。据统计，目前，我市公
设施、园林建设向集约、绿色、低碳
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为 82.94%。 方向发展，启动了海绵城市、地下
城市绿脉网络不断完善。长江
综合管廊、智慧城市试点建设。镇
路、南徐生态大道、檀山路、智慧
江，一座如画的绿色之城正悄悄将
大道、金港大道等为主体的“四横
你我包围。

环太集团：绿色发展实现减排降本双赢
本报讯 国家工信部公布第三批
绿色制造名单，扬中企业环太集团榜
上有名，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昨天，
记者从扬中市发改经信委了解到，企
业推行绿色节能发展模式，
新上的3个
项目均被列入镇江市节能与循环经济
重点年度项目，
实现减排和降本双赢。
绿色工厂是指实现用地集约化、
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的工厂。
近年来，
国家将建设绿色工厂
列为重点工作，
提出了“2020年建成千
家绿色示范工厂”
的目标。
创建绿色工
厂，作为我国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的关
键一环，是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的重点
任务，
对于促进工业各行业结构优化、
脱困升级、提质增效具有引领作用和
重要意义。
“环太集团成功入选，
绿色节能工
作是亮点。
”
扬中发改经信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
环太集团作为绿色工厂，
其绿
色节能模式相当出色，
“2017年，环太
集团被镇江市初步确定为绿色工厂重
点培育对象。
新上的3个项目都被列入
镇江市节能与循环经济重点年度项
目，包括多晶炉扩容高效绿色节能改
造、金刚线改造、砂浆在线回收等。
”
其
中，投资2500万元的砂浆在线回收项
目，实施后可对企业切片车间的新增

砂浆进行在线回收与分离提纯，年回
收再利用废砂浆9.5万吨，实现减排和
降本双赢，
释放绿色工厂的正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环太集团还与江
苏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打造绿
色制造。
合作两年多来，
企业结合工信
部印发的《绿色制造2016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等相关指南，
从生产过程清洁
化、能源利用高效化、回收再生资源等
几个方面，
采用切实可行的技术，
推进
厂区及制造过程的优化改造，推动实
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
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环太集
团总裁助理吴明山介绍，去年他们与
江苏大学联合申报“太阳能级高效多
晶硅片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
被国
家工信部批复立项，该项目也是我市
近年来获得国家财政绿色发展类资金
补助数额最大的项目。
此外，环太集团还以技改推进绿
色制造，其中通威环太10MW“渔光一
体”项目获2017年度中国分布式能源
优秀奖。
（朱婕 范永贵）

绿色转型
索普集团协办

低碳镇江获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先行奖
本报讯 镇江低碳发展再创佳绩。
日前，
由欧盟委员会指导，
由国家发改
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法国
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办，
2018“中欧绿
色和智慧城市峰会”
在宁波举办。
大会
正式公布我市荣获2018中欧绿色和智
慧城市（低碳智慧城市）先行奖。
为进一步扩大我市低碳和智慧品
牌效应，
提升城市美誉度，
促进对外交
流与合作，今年6月，我市积极筹备中
欧绿色智慧城市奖申报工作。7月20
日，
经中欧城市奖组委会书面评议，
我
市首轮入围中欧城市奖评选。
随后，
中
欧城市奖组委会对入围单位进行集中
答辩评审，
最终明确我市荣获“2018中
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奖”先行奖。据悉，
本次活动共有100余家中欧城市参加

竞选，
入围答辩的中国城市有18家，
评
选结果显示镇江位列先行奖第一名。
据介绍，
在欧盟委员会的指导下，
2015年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和国家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共
同组织了首届“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
奖”，已分别在香港、深圳成功举办两
届，
前两届广东深圳、江苏南通等城市
曾荣获先行奖。获奖城市将得到主办
方提供的诸多支持和奖励，如组织中
欧金融机构与城市对接，建立产业基
金，
为城市与企业制定融资方案；
中欧
绿色、智慧城市领域专家的技术团队
为城市、园区提供技术支持与培训，
入
选城市获得国际专家现场指导与免费
技术援助支持等。
（陈志奎 邵炜）

我市绿色低碳运输方式获同行点赞

单车骑行倡导绿色出行

绿色公报

文雯 摄

49个低碳项目“扮绿”312国道改线段
节能 5.6 万吨标煤，
减排 15.2 万吨二氧化碳

我市低碳城市探索实践
获生态环境部肯定
日前，2018 国际低碳(镇江)大会
暨江苏省生态环境高质量主题论坛举
行。会上，
我市发布了“江苏省地方标
准《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并且在
低碳城市建设方面的探索实践得到生
态环保部的充分肯定，
称赞镇江“积极
开展低碳试点，
推动制度、路径和技术
创新，以‘镇江实践’丰富了全球气候
治理‘中国方案’
”。

7省（市）公开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落实情况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17 年 4
月至 5 月组织对天津、山西、辽宁、安
徽、福建、湖南、贵州等 7 省（市）开展
环境保护督察，并于 2017 年 8 月完成
督察反馈。截至 2018 年 9 月中旬，7
省（市）督察整改方案明确的 531 项整
改任务已完成 313 项，其余正在推进
中。通过督察整改，一批长期难以解
决的环境问题得到了解决，一批长期
想办的事情得到了落实。

本报讯 作为全国首批普
通国省干线绿色循环低碳主
题性试点建设项目，日前，312
国道镇江城区改线段通过考
核验收。共计实施49个绿色循
环低碳项目，累计实现节能量
56447 吨 标 煤 ，替 代 燃 油 量
4993吨标油，二氧化碳减排量
152479吨，成为城市发展、国
省干线公路建设与打造绿色
公路相辅相成的典型示范。
312国道镇江城区改线段
是我市“一环三射”快速公路
网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全 长
23.053km，总 投 资 22.2 亿 元 ，
于2017年1月25日建成通车，
对完善城市功能、凸显镇江区
位优势、提升城市集聚力具有
重要意义。
该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4年5月项目获批绿色循环
低碳公路主题性项目试点资
格，建设内容覆盖建设、运营
全过程，涵盖路基、路面、桥
梁、交安、绿化等12大项，实施

了 分 布 式 光 伏 电 站 、温 拌 沥
青、风光互补监控等49个绿色
循环低碳子项，
“ 这个项目为
全省乃至整个华东地区国道
干线公路路面改造工程树立
了低碳节能的典型示范。”8
月，交通运输部专家组对该项
目进行全面考核验收，认为其
绿色公路建设特色鲜明，实现
了公路与沿线生态环境的高
度融合，并一致同意通过部级
考核验收。
312国道镇江城区改线段
设 计 初 期 ，平 面 和 纵 断 面 线
形，在符合总体走向和规划的
前 提 下 ，采 用 较 高 的 线 形 标
准，减少对原有环境及生态的
破坏，降低填土高度，并且针
对填方缺口，充分利用大学城
建设基坑土26.9万方，船山矿
宕 渣 22.4 万 方 ，进 行 路 基 填
筑，节约大量取土，平衡土石
方资源。
“ 路面材料循环利用
废旧料，践行绿色低碳理念。”
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采用厂

拌热再生技术，循环利用旧沥
青混合料3469立方米，用于城
镇段辅道下面层；成品橡胶沥
青 技 术 ，循 环 利 用 废 旧 轮 胎
10.4万个，应用于城镇段上中
面层和公路段全部。施工工艺
则对拌和楼进行油改气改造，
利用天然气替代重油，减少了
有害气体的排放。
据了解，项目管理中心的
设计施工严格对照国家绿色
建筑标准，提高隔热效果，实
现节能环保。管理中心区域还
设置了径流收集系统及污水
处理系统，收集处理径流及污
水用于绿化，实现了水资源的
循环利用。
“项目还集结了一系列的
科技亮点成果。”该负责人表
示，项目采用车辆超限超载不
停车预检管理系统，对正常行
驶车辆进行预判，减少了车辆
停驶、起步增加的油耗。
（曾海蓉 程祖辉 毛小珊
王旻诗）

我省 PM2.5 浓度
降百分之十四点二
7 月至 9 月江苏省 PM2.5 浓度为
26.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2%；优
良天数比率为 81.6%，同比上升 0.3 个
百分点。全省年度计划安排的 6990
项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已完成 5738 项，
完成比例达 82.1%，超过序时进度要
求。
（整理 朱婕）

巢凰山远眺 312 国道新线
国道新线。
。王国德 摄

本报讯 近日，
重庆市交通局及港
航管理规划设计部门的 20 余名业内
人士，参观了苏南运河丹阳城区段航
道整治工程和大运河丹阳锚地航道服
务中心，高度评价了我市绿色低碳运
输方式。
苏南运河丹阳城区段整治项目投
资 6000 余万元，整治后由原先的四级
航道改为三级航道，航道口宽 90 米，
底宽 60 米，
能满足 1000 吨级的货船通
航。值得一提的是，苏南运河丹阳城
区段充分将城区段航道建设与城镇发
展、居民生活休闲相融合，投入 2 亿元
左右打造沿河水景观风光带，并在航

道沿岸规划建设近现代工业遗址公园
和眼镜小镇，
体现航道绿色、低碳特点
以及服务功能。
重庆市参观考察团一行点赞镇江
航道部门坚持水陆并举战略，充分肯
定我市大手笔对大运河升级改造、建
设岸电系统保护大运河生态环境、承
载运河历史文化等做法，表示将在内
河航道建设管理、规划利用、提升服务
等方面，充分借鉴镇丹两地的先进理
念和建设管理经验，大力提高水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提升低碳绿色运输方
式服务西南地区发展经济的承载力。
（曾海蓉 蒋春葆）

句容边城矿区生态修复变“花园”

本报讯 时值秋季，
句容边城矿区
已经卸去了明艳的黄花外衣，漫山遍
野的秋色还没有溢出来，但美丽的波
斯菊却已悄悄地为她换上了新装，成
为这秋季的一抹绚丽色彩。然而就在
几年前，
还是边城矿区，
这里曾一度被
列为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
2017 年 12 月 15 日我市“西南片
区蓝天保卫战”
打响以来，
句容市边城
镇综合施策，
科学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不仅制定西南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复垦复绿方案，还积极开展复垦复绿
工作。不仅最大限度地盘活了存量资
源，
还大大提升了片区环境。
在生态修复过程中，边城镇对八
步山等矿区开展山体整治和复垦复绿

工作，种植了 100 余亩硫磺菊，而且对
矿区道路两旁、荒地、坡面等进行波斯
菊种植和采坑场地平整，恢复矿区环
境，实现了废弃矿山“环境修复、综合
利用、景化美化”的目标。每到花期，
美丽的花海令人惊艳，
置身其中，
更是
令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边城镇坚持“生态优先、
特色发展”
战略，
全面推进生态环境建
设 ，绿 色 正 成 为 美 丽 边 城 的 生 态 底
色。漫步在如今的边城矿区，五颜六
色，铺天盖地，白的、粉的、紫的，星星
点点的小花随风摇曳，大片大片的波
斯菊正在怒放，花开似海、明媚生动，
已然成为一座花园，
直叫人“沉醉不知
归路”
。
（司马珂 史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