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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2018，桂林又有哪些可喜变化之生态文明建设篇

□本报记者桂晨 张苑

关键词：漓江保护

市民讲述：
“我从事导游工作 10 多年了，每天都带着外地游客游

览漓江，可以算是这几年漓江变化的见证者。” 36 岁的肖
鹏是土生土长的桂林小伙，家住解放东路的他在漓江边长
大。工作后当上了导游，他的生活仍然离不开漓江。

“这几年，市委、市政府越来越重视漓江的保护。清理
鱼餐馆、治理挖沙、在漓江边实施一系列美化工程，等等。
这一切我们市民都看在眼里。”“ 2018 年，桂林的游船全
面提升改造。新升级的游船不仅内部环境提升了一个档次，
重要的是有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现在每次站在漓江游船上
介绍桂林风景时，我都特别骄傲。我也经常会跟游客聊一聊
桂林市委、市政府这些年治理漓江的‘故事’。”肖鹏笑着
说，“每当听到游客对美丽的漓江赞不绝口，我心里总是美
美的！生活在这座城市，感觉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报告链接：
2018 年，我市强化漓江科学保护。持续推进漓江“三

统”改革，完成漓江游览 30 年来规模最大的游船提档改
造，平乐至阳朔等一批分时分段游航线陆续开通，漓江旅游
品质大幅提升。强化水源林保护，漓江上游水库群实施联合
调度，科学补水，漓江涵养功能持续提升。强力推进截污治
乱，完成漓江截污(二期)收尾工程，“四乱一脏”专项整治
持续推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两江四湖(二期)连通水系通
航，建成漓江城市段东岸慢行步道(一期)及西岸历史文化长
廊，阳朔杨堤等一批旅游码头投入使用，基本完成伏龙洲生
态修复，漓江两岸新景观休闲旅游带加速形成。漓江活动壅
水科学试验坝开展常态化壅水，常年呈现出青山环绕、碧水
长流的美丽景观。

全景连线：
保护漓江一直是桂林生态环境领域的“头号工程”。近

年来，我市一直把漓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 2015 年桂林成立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来，

我们按照‘保护、利用、管理’六字方针，对漓江风景名胜
区实施管理经营，逐步完善了关于漓江的立法，以及规范管
理。在项目建设上，我们努力做好山与水的文章，建设水
库，并对漓江两岸进行生态建设，对山体进行‘复绿’工
程。通过规范执法，严厉打击破坏漓江生态环境的行为，确
保漓江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石明介绍说。
据介绍， 2018 年，桂林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强化对漓

江的科学保护，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完成了漓江游船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绿色升级”，参考国际顶尖高端
游船标准制造、节能环保性能突出的五星级漓江游船已在漓
江上航行。此外，还基本完成了伏龙洲生态修复等漓江保护
项目，持续治理漓江污水，等等。这些都让桂林百姓感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今年在漓江保护方面，市委、市政府还将有一系列大
动作。”市漓管委相关人士在采访中透露，今年我市将继续
深化漓江“三统”改革，完善漓江管理体制，推动出台《桂
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条例》；推动漓江生态保护和修复提升工
程、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江)项目列入国家项目库。还将
开展漓江环境综合整治，加快推进漓江截污工程(三期)，持
续实施“四乱一脏”专项整治，巩固风景名胜区内关停采石
场复绿成果，等等。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

市民讲述：
“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其实就来源于好山好水好身体，我

们很自豪居住在桂林，拥有这一切！”居住在观音阁附近的
居民唐先生如是感叹。不惑之年的他在某大型企业从事行政
工作，他说，好的生活环境，说起来是最基本，却又最奢
侈，而桂林优越的生态环境让不少外地朋友羡慕。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唐先生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桂林
2018 年环境治理的力度。“去年比前年增加了 16 个‘蓝
天’，而国家环保督察也是动真格，一些问题随即得到整
改……”唐先生说，环境污染治理的效力渗透到了老百姓生
活的细节里，夜市烧烤露天的少了，露天焚烧有人管了，污
水直排口少了，江水更清澈了。桂林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还
受到了央视的关注。唐先生所在的企业也不断推进清洁能源
使用，产品包装更多考虑环保因素。他说，这些点滴变化彰
显了政府的决心和作为，由衷地为这些实在的工作点赞。

报告链接：
(2018 年)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制定实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三年计划，《桂林市销售燃放烟
花爆竹管理条例》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在全区率先开
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标准化建设，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达 324 天，同比增加 16
天，细颗粒物(PM2 . 5)平
均 浓 度 值 同 比 下 降
13 . 6% ；全面落实河(湖)
长制，南溪河、灵剑溪和
道光水等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全面完成，城市污水集
中处理率近 100% ，主要
河流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 ；完成农用地土壤
污染详查。采石场规范化
建设进展顺利，第一批 7
家试点采石场完成出让。

全景连线：
“ 2018 年，桂林聚

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抓住重点区域、重点
领域，加大力度、加快治
理、加紧攻坚，治理压力
层层传导，治理能力不断
提升，治理体系不断完
善。”桂林市环保局有关
负责人谈及 2018 年环境

治理工作时说，一直以来，桂林把环境治理作为一项重大民
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尤其是去年，努力推动各有关部门在首
创性、系统性、制度性的创新改革上狠下功夫，综合施策。

据了解， 2018 年，桂林以集中力量打好“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
战”、“危险废物和固体废物联合管控”、机动车尾气治
理、烟花爆竹禁限放等重大标志性污染防治攻坚战役为主要
切入口，强力推进桂林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该负
责人表示，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是运动式治污，其重心在于化
解存量、防控增量，更在于探索和建立长效机制，实现污染
源头防治、标本兼治。回顾去年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桂林不
仅有最严格的执法，还有督查等机制体制创新，全民共治的
环境治理新格局正在形成。

关键词：“生态+”效应

市民讲述：
“现在建设漓东百里生态示范带，我们村不仅整体的环

境变好了，还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我们这儿休闲旅游，人气旺
了，日子更有奔头了！”雁山草坪回族乡碧岩阁村村民吴树
林眉开眼笑地说。

据了解，草坪回族乡是自治区级生态乡镇，由于深入推
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发挥生态创建的引领作用，不仅乡镇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乡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 11 项
生态环境保护类指标达标率为 100% ，“生态+”效应也不
断显现，良好的生态优势成为了产业发展、村民致富的有力
支撑。

“荷花基地搞得好，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雁山区
大埠乡陶家村村民李凤兰对生态建设产生的红利同样有着切
身感受。李凤兰说，近两年，陶家村的荷花节名声鹊起，曾
出现一天挤进万名游客的盛景，生态建设与农业、旅游业融
合发展，不仅扮美了乡村，也带富了村民。

报告链接：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有序推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试点和绿色交通城市创建高分通过国家验收，荔江、龙脊
梯田、天湖、灌江国家湿地公园加快建设；新增自治区级生
态县(市、区)5 个、生态乡镇 5 个，完成植树造林 22 . 92 万
亩，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71 .23% 。

全景连线：
“到 2018 年底，全市已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16

个，自治区级生态县 11 个，自治区级生态乡镇 121 个，自
治区级生态村 183 个，市级生态村 1406 个。”市环保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生态创建进一步强化了大家共建共治共享的
意识，鼓励了绿色发展实践。与此同时，各生态县区、生态
乡镇不断巩固和深化创建成果，向生态要品牌、向生态要效
益，特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融合发展，较好地实现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据了解，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的当下，压力层层传
导，桂林各县区也同样高度重视生态环境质量，并注重推进
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高生态环境监管水平。通过生态
示范创建，狠抓生态宜居建设，许多地区山更绿，水更清，
空气更洁净，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石漠化治理，切实保
护生态公益林、水源林，加快提升猫儿山、花坪、千家洞、
银竹老山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这一系列部署显
示了要牢牢守住桂林生态底线的坚强决心。”市环保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当前，全市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
定进入方案审核环节，通过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切
实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市民讲述：

“开门就是花园，全村都是景区，村里设置了垃圾
分类箱，村民再也不随手乱丢垃圾了……”恭城瑶族自
治县的苏开德感慨身边生活环境的变化。他生活的莲花
镇门等村是恭城垃圾生态化处理后农村脏乱差环境得到
全面改善的一个缩影，也是桂林推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侧面反映。

作为桂林市人大代表的苏开德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过
后，他准备召集村民交流探讨，集思广益，发展乡村旅
游，让村民享受到更多生态环境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带
来的红利。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哪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哪个地方就具有发展优
势。”苏开德期待桂林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持续交
出一份份漂亮答卷。

报告链接：
2018 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局

良好。自治区、市、县(区)三级均成立了创新示范区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桂林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 — 2030 年)》《桂林市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 — 2020
年)》顺利实施。成功召开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推进大会，举办 2018 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创新合作
国际论坛，争取到国家、自治区科技项目 800 多项，创新
示范区建设进展顺利。

全景连线：
2018 年 2 月 13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桂林市建

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这意味着桂林在
2012 年获批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之后，再次迎来了实
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按照《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建设方案》的要求，桂林将重点针对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
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等问题，集成应用生态治理、绿色高效
农业生产等技术，实施自然景观资源保育、生态旅游、生
态农业、文化康养等行动，统筹各类创新资源，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探索适用技术路线和系统解决方案，形成可操
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对中西部多民族、生态
脆弱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示范效应，为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实践经验。

采访中业内人士表示，这实际是让桂林探索出一条可
供中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借鉴的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
发展之路，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桂林创新示范区获批后，桂
林市成立了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涵盖 41 个
市直部门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了领导小组运行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各县
(区)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初步形成上下联动、
层层抓落实、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并建立了市领导“一
联三”工作制度，出台了创新示范区建设绩效考评办法。

此外，我市围绕环境保护与治理、乡村振兴、科技创
新、改善和保障民生等创新示范区建设重点领域，加大财
政资金投入力度。 2018 年，全市安排民生支出 169 . 33
亿元，其中，投资 3 . 1 亿元用于漓江(城市段)生态修复与
保护性开发，筹措资金 6 . 49 亿元用于漓江(城市段)截污
等建设项目，统筹资金 8 . 33 亿元用于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安排科技专项资金 8600 万元用于支持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市科技局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将继续落实创新示范
区建设工作，开展形式多样、广泛深入的国际与区域合
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此外，
还将努力探索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样板和典型模式，讲
好桂林故事，为国内同类地区提供可复制的发展模式，为
其他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中国经验，向全球贡献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桂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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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关键期，进入攻坚期，

也到了窗口期。 2018 年 5 月召

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生态文明建

设的总体形势作出了如是判断。

在这个“三期叠加”的历史关

头，桂林如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 2018 年，桂林以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为刚性要求，

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

在草坪回族乡，村民的生活污水实现集中处理，不仅人居环境改善提升，良好生
态也为旅游、农业带来了附加值，“生态+”效应不断显现。 记者桂晨 摄

相比
2017 年，
2018 年桂
林 增 加 了
1 6 个 蓝
天，优良的
环境质量成
为人们幸福
感的源泉之
一。图为蓝
天白云下的
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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