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荫蔽城、 城在绿中、 人在景中

……漫步中心城区，公园绿地遍布城市

各个角落，移步换景之间，美不胜收；

黄金大道、 露营营地、 摇曳花朵

……驱车沿花溪大道宽敞的公路行驶，

一派生机盎然；

……

新年伊始，贵阳贵安召开绿色经济

发展新闻发布会，发布《贵阳贵安以绿

色经济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方案》， 提出坚持 “生态立

市” ，聚焦增绿、节能、降碳、环保“四个

关键” 。

如今，贵阳贵安正在“生态立市”

上奋进， 把生态保护作为第一要求，高

质量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城市，不断提高

绿色经济占 GDP 的比重， 做好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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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绿与节能齐头并进

厚植亮丽发展底色

2022 年贵阳贵安林长制工作推进情况

新闻通气会公布的一组数据让人眼前一

亮———

2477 名林长以 2021 年两倍之多的

28520 次巡林巡查， 留下漫山遍野的护林足

迹， 将去年贵阳贵安在国家森林督查中的排

查案件减至 2021年的一半。

观山湖区三堡村村民陈维清默默造林护

林 30余年， 无偿将承包的 1718亩国有林地

交还政府管理， 多年的植树造林让他明白

“毁林要遭报应，造林可享幸福” 。

贵安云谷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中心项

目，可向酒店、工厂等提供定制化冷、热、电、

蒸汽、生活热水等综合能源供给服务，运行节

能率可达 40%。

……

坚守“绿色底线” ，以加快转变生产方式

增绿———

一直以来， 贵阳贵安不仅在增加森林面

积和绿化面积下功夫， 更以生态文明引领

“四化” 发展，以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增绿，不

断做大绿色经济规模总量。紧盯生态供给，打

造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等各类公园 1025 个，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3.29%，森林覆盖率提

高到 55.06%，“一河百山千园” 自然生态格

局基本形成，生物多样性维持较高水平。

坚定“绿色方向” ，以优化绿色生产“低

碳排量”节能———

“我刚刚驾驶的这辆车就是全球首款甲

醇混合动力轿车， 去年 6 月 30 日在贵阳上

市。它实现了 40%的节能率，每公里出行成本

不到 3毛钱。 ”市民李娜说。

甲醇混合动力轿车， 只是贵阳贵安做好

能耗“双控” 工作的一个实践。

近年来， 贵阳贵安努力发展资源节约型

与环境友好型产业， 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

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广应用清洁能源，以重点

领域超低排放降碳，优化绿色生产“低碳排

量” 。

启动“无废城市” 建设，推广磷石膏建材

安全应用，逐年消纳磷石膏，装配式建筑占新

增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30%。

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贵阳贵安产

业园区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指

导意见》， 对全市工业园区环保基础设施的

规划、建设、运维、监管提出具体要求，加快补

齐工业园区环保基础设施短板， 推动工业园

区绿色化、循环化发展。

……

数据显示，2017 年以来， 截至 2021 年

底， 贵阳贵安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

降 21.7%。

能源“节能” ，城市“增绿” 。增绿与节能

的协同共进，让贵阳贵安收获“山水林田湖

草” 一体共生的美丽，绿色名片愈发亮丽。

降碳与减污协同增效

增添高质量发展底气

2022 年 5 月 26 日， 贵阳市森林碳汇试

点项目完成签约， 标志着贵阳市森林碳汇项

目建设工作正式开启。

据了解， 森林碳汇试点项目申报核证成

功后，20年内温室气体减排总量约为 146.32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平均减排量为 7.32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正是坚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

工作，贵阳贵安以强化能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 节能，提升了经济发展的“绿色含量”

———

加快推进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S1 线一

期建设，推动交通出行低碳化。

以打造“绿核” 阿哈湖山地绿色低碳建

筑示范区为引领， 引导示范区内公共建筑率

先执行更高建筑节能标准， 加快推进低碳建

筑发展。

在降碳的推动下， 贵阳贵安各项环境质

量指标都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以生态修

复和污染防治推动环保，厚植生态环境“底

色质量”———

创新开发贵阳贵安森林碳票， 以涉林案

件异地植被恢复为突破口， 鼓励涉林案件主

体自愿购买森林碳票， 履行森林生态修复责

任；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以地级市为单元

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截至目前，已发现各

类物种 2895种。

如今， 贵阳贵安各类生态环境指标持续

提升，2022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100%，28 个

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17 个县级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县

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100%。

环境排放“降碳” 和环保指标“提升” ，

“降” 与“升” 的交替间，经济社会发展底气

十足。

发展与生态统筹兼顾

走好绿色经济“强省会”之路

2022年 12月 23日，“绿色公务 醇净贵

阳” 甲醇混动轿车贵阳警务用车交付仪式在

贵阳举行，50 辆新购置的甲醇混动警用车辆

交付给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这些甲醇混动警用车辆， 由位于观山湖

区的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 该公

司每天可生产下线 200余辆新能源汽车。

“生产线开足马力，得益于我们就地与宁

德时代等新能源配套企业形成深度业务合

作。”贵州吉利汽车制造部部长安自英说，贵阳

贵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已让整车

企业与周边的零部件企业形成“循环经济” 。

眼下，随着比亚迪、宁德时代、贵州吉利、

奇瑞万达和玖行能源等企业的相继落户，贵阳

贵安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覆盖上游零部件、中游

整车制造和下游后市场服务等产业链环节。

《贵阳贵安以绿色经济为引领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把统筹

发展和生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推动绿色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推动绿色生产行

动。

生态产业化，塑造一批“原生态、绿色、

健康” 金字招牌，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

贵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成核心区

5000 亩、辐射带动区 15.5 万亩，形成特色蔬

菜、精品水果、花卉苗木、特色养殖、健康食

药、生态茶园六大主导产业。

开阳县龙水乡外出创业企业家李洪屹依

托退耕还林政策， 在花山村打造了一个面积

达 100 亩、 年产 30 万株甜柿苗木的苗圃基

地，带领当地 658户农户 1853人增收致富。

产业生态化， 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生

态化，推进磷、铝等传统资源型产业绿色改造

升级，打响“电动贵阳”“数智贵阳”“低碳

贵阳”“无废城市” 等绿色经济发展名

片———

聚焦“1+7+1” 重点工业产业，电子信息

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磷化工、生态特色食品、

新能源汽车、铝及铝加工、健康医药等 7 大主

导产业加快发展，2022 年实现规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8.0%；

紧扣数据中心集聚区、电子信息制造、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三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

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已达 41.9%， 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融合指数达到 52，位居全省第一。

回望来路，贵阳贵安以绿色经济为引领，

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展望未来，

“生态立市” 将继续贯穿贵阳贵安经济社会

发展始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青山不墨千秋画 厚植绿色不动摇

———贵阳贵安以绿色经济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生态立市篇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贵阳市观山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