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生态市建设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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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处江苏中部，是一

 座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文

 化名城。辖7个县（市）

 区，总面积6638平方公

 里，人口458万，有着江、

 河、湖、陆交融的自然环

 境。其中，城区人口

 63.77万、建成区面积70

 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达

 49.2%。



2006年，全市实现GDP1100亿元，财政收入158亿元，全市城镇

 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295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813元。扬州

 现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期。城市规模不

 大，经济实力中等，“人文、生态、宜居”是其三大特色。



一、扬州生态市建设总体情况



1999年，我市与中科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合

 作，着手编制《扬州生

 态市建设规划》。

2000年，中德两国政府确

 定，在扬州开展生态城市

 规划建设试点。技术援助

 项目合作期五年（2002年6

 月正式开始）。



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副局长祝光

 耀来扬调研时，对扬州的生态建设工作高度赞赏，

 称赞扬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在生态建设方面也作了很好的实践。



随后的几年中，我市在加快

 富民强市、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进程中，以科学发展观

 为统领，以生态市为目标，

 通过不断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循

 环经济试点促进传统产业转

 型，强化落实节能减排措

 施，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和环境保护，在生态市建设

 的道路上加快发展，充分彰

 显了人文、生态、宜居的城

 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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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先后创成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

 
人居环境奖城市。所辖县

 
（市）及邗江区全部建成

 
全国生态示范区，实现了

 
“一片绿”。



去年，又因古城保

 护和改善人居环境

 方面的突出成就，

 荣获全球人居领域

 最高奖——“联合

 国人居奖”，古代

 文化与现代文明交

 相辉映的名城风貌

 更加凸现。



一是引进了中德合作

 项目，开展生态城市

 规划建设试点，《扬

 州生态市建设规划》

 在北京通过了国家环

 保总局组织的评审，

 成为我国第一部通过

 国家级论证的生态市

 建设规划。



二是立足我市实际，积极开展生态建设试点工作。



滨江平原复合

 生态区、主体

 城郊复合生态

 区、滨湖复合

 生态区、西部

 丘岗复合生态

 区和里下河复

 合生态区。



在我市宝应县开

 展了有机食品基

 地试点工作，发

 展有机食品产业



在我市经济开发区等工业园区则开展了生

 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园区的建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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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研究制定了有利于生态建设的政策机制。

始终坚持推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成立了生态市建设领导小组



2001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加强生态建设环境保护
工作的决定》

2003年11月，扬州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作出《扬州
生态市建设规划的决议》

2004年9月，市政府正式颁布实施《扬州生态市建设规划》

先后2次召开了全市生态市建设大会，制定了《扬州市生态
市建设规划2004－2005实施方案》、《扬州市建设行动计划
（2006－2010）》



我市先后投入（或计划投入）资金近300亿

 元，分别落实了十大类148项和十大类112项重

 点工程措施，强力推进扬州的生态市建设。



生态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006年，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长江干流
基本保持Ⅱ类水质，全市87个受控河流监测断面达标
率比上年提高了近9个百分点。

与“九五”相比，扬州城区空气中颗粒物浓度下降了

46.1%，二氧化氮浓度下降42.91%，2006年市区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8天，空气质量达到二级。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从“九五”末的14.4％提高到目

前的71％。

全市万元GDPCOD、SO2排放强度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
0.86公斤和3.58公斤。2006年我市单位GDP能耗下降
3.8%，化学需氧量削减了4.1%，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削
减3.7%。



市区空气环境持续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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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升了城市综合竞争力。

我市已连续多年获评“台商大陆投资极力推荐城市”。

在中国社科院联合《中国经营报》发布的“2006跨国
公司眼中最具投资价值中国城市”排名中，扬州入围20

强，并跻身最具投资潜力的中国城市前三甲。

2007年3月25日，中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
书表明，扬州排名从去年的第51位跃升到第45位，其
中，“环境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和“政府管理竞争力”
都居于前10位。



江苏省最新通报的2006年全面小康社会进

 程检测结果显示，我市城市绿化覆盖率、

 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两个生态环境类指标进

 度列全省第一，其中小康社会环境质量综

 合指数分值已上升到82.6分，达到并超过

 了江苏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中“环
 境质量综合指标”80分要求。



二、我市在生态市建设中的主要做法与体会



1、紧紧把握住生态市的本质内涵，用科

 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生态市是根据生

 态学原理建立起

 来的一类社会、

 经济、自然协调

 发展，物质、能

 量、信息高效利

 用，生态良性循

 环的现代化地级

 行政区域。



生态市的本质内涵是：整体和谐性、持续高

 效性和区域共生性。

•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城市发展模式、

 转变传统的生活消费方式

•努力使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

 力相适应，人口规模、素质与生产发展相适应

•社会经济在整体上全面发展、在空间上协调发

 展、在时间上持续发展



2、以统筹发展、科学发展为出发点，在协

 调度上做文章。

一是营造良好的环境。





西北绕城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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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沿江和各类园区集聚了85%的各类

 资本和80%的经济总量。

二是在产业布局调整上谋求双赢。

 实现污染的集中控制，也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优化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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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化学工业园



三是积极推进循环经济、清洁生产、ISO14000等环境

 技术，以环境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扬州自2002年以来，已实施清洁生产的企业累计为

 522家。2007年计划实施清洁生产142家，对13家重污

 染或不稳定达企业实行强制性清洁生产。

•到2006年底，全市通过ISO14000认证的企业数达到

 70家，全市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单位累计已达13家，省

 级循环经济示范单位4家。



扬州还积极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园

 区建设试点工作。



3、坚持突出重点难点，始终抓住关键问

 题，在和谐度上做文章。

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市生态建设的重点、难点。



生态市建设指标中，我市达标难度最大的

 是环境优美乡镇和城镇污水处理。



我市紧紧抓住乡镇污水

 处理这个关键问题，根

 据乡镇的实际情况，提

 出了乡镇污水处理厂建

 设的不同模式。



城市附近的乡镇，通过加

 快管网建设，扩大城区污

 水厂收集服务范围，统一

 接管集中处理



工业经济相对较发达的乡

 镇，通过镇域工业集中区

 污水处理厂建设实现以工

 业代生活的处理方式



人口相对较分散、污染负荷较轻的乡镇、

 村庄，通过建设分散或相对集中的小型简

 易的人工湿地等生态系统，实现对生活污

 水的处理



4、尊重规律，稳步推进，不急于求成。

扬州在生态市的建设中，按照规划的要求，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各类创建和项目工程，并取

 得了相应的成效。

•2002年，扬州市区创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各（县）

 市及邗江区全部创成全国生态示范区，实现“一片

 绿”。

•近阶段，根据《扬州生态市行动计划》，正在着

 力推进各县（市）城区“创模”和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创建，注重培育生态市的“细胞工程”，通过近期目

 标和远期目标、年度目标和总目标的结合，有条

 不紊地推进我市生态市建设工作。



5、以人为本，注重实效，致力于改善环境

 质量，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区域环境质量是评价生态市水平的最基本、最直观的

 因子，是人民群众评价生态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污 水 处 理 厂



垃圾填埋场



扬州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扬州以人为本，注重实

 效，以全新的理念打造

 城市环境，在特色、内

 涵、品位上做足文章。



三、扬州建设生态市展望



扬州对照国家生态市建设标准，全部28项考核指标已经达

 到的10项，尚有18项指标没有达到要求，其中最大难点是：

 全市80%的乡镇要创成环境优美乡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率要达到7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33000元，人均

 财政收入达到5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8000元。要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倍努力。



一是从维护全市经济发展大局的高度，毫不

 含糊地完成今年污染物减排任务，确保二氧

 化硫和COD的排放总量在去年基础上再削减

 3.1%和3.7%。

年内全市开工建设10个

 乡镇污水处理厂或管网

 输送工程，使城乡污水

 处理率比2006年提高5

 个百分点。同时切实加

 强大气污染防治，督促

 完成扬州电厂、二电厂、

 仪化电厂等脱硫工程建

 设，完成市区50家落后

 锅炉、烟囱的淘汰和拆

 除工作。



二是凝心聚力，狠抓环保模范城和环境优美镇

 的创建。今年我市江都、仪征两县级市创建国

 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通过环保总局考核，高邮

 市通过省级考核。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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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治污工程建设管理，确保达到规定要求。加快

 推进配套管网建设，确保让每一座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

 正常运行，使污水收集率、处理达标率达到国家规定要

 求，各类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污水得到全面集中处

 理。全市乡以上医院、卫生院医疗垃圾集中到扬州医疗

 废物处理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理。

高邮污水处理厂 医疗废物转运车



四是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全面完

 成市域内188家化工企业环保专项整治，深入开展159

 家集中式饮用水源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环境违法行为

 的查处力度，对12种“恶意或故意违法行为”的处罚率、

 纠正率、执法率、结案率均达100％。尽快建立和完善

 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备的执法监督体系和综

 合的污染减排体系。



五是强化环境管理，采取综

 合措施严防环境新问题的产

 生。切实落实全市60个乡镇

 工业集中区环评编制、审批

 工作。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

 规和产业政策，旗帜鲜明地

 否决新上重污染项目。严格

 执行“三同时”制度和跟踪督查

 制度。



六是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循环

 经济、清洁生产和ISO14000认证推进力度。市经济

 开发区实施生态工业园建设规划，市化工园区开展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规划工作。

扬农化工



创建生态市不是形象工程

创建生态市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创建生态市不是一项城市建设的比赛



我们将以生态之心谋生态建设，以生态理念促生

 态创建，通过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不懈努力，

 积极探索适合扬州这样经济中等发达的地区的生

 态建设模式。力争2010年提前建成国家生态市。



谢谢大家！

扬州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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