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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市委宣传部举行“西
宁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首场
发布。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在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的改革举
措与成效。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王光明主持。

首场发布中，市生态环境局党组
书记、局长赵超围绕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市在生态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
进行发布。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仁义，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鲁
青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李明
辉分别就十年来我市在生态绿化建
设方面、水环境保护和水生态治理方
面、城市规划建设中融入生态文明理

念方面答记者问。
举办“西宁这十年”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旨在全面展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
感恩奋进、拼搏赶超，聚力建设现代
美丽幸福大西宁的具体举措和生动
实践。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重点结
合我市十年来的变革与成就，以及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和服务新
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创新
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情况
进行发布。

西宁这十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大气环境质量连续 7 年位居西北省会前
列，空气质量整体优良率由2013年的60.5%提
升到 2021 年的 90.4%，汽车尾气治理、冬季供
暖清洁能源改造走在全国前列，“无废城市”试
点经验成果在全国推广，成功打造西北地区首
个“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双荣誉城
市，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过去十年，成绩亮眼，成就瞩目！
西宁以何种底气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典

范城市？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赵超在发布

会上给了答案，过去十年，是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极不平凡的十年，是全市上
下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感恩奋
进、拼搏赶超，绿色发展按下“快进键”、生态文
明建设进入“快车道”的十年，是全市生态环境
质量大幅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跨越发展、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环境保护成效最为显著的
十年，绿色和生态已成为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
的发展底色和竞争优势。

天蓝气清声美成为西宁标配天蓝气清声美成为西宁标配
大力推行“煤改气”工程，完成 1192 蒸吨

“煤改气”治理，惠及居民2.9万户，主城区“煤
改气”在北方城市中实现率先清零。累计淘汰
4万余辆黄标车（老旧车），完成西宁市133家
加油站和3家储油库油气回收改造，空气质量
整体优良率由 2013 年的 60.5%提升到 2021 年
的 90.4%，大气环境质量连续 7 年位居西北省
会前列。全方位排查整治城区内噪声污染，定
期开展联合执法，西宁市声环境功能区昼、夜
间达标率分别为90%、88.3%，美丽大西宁更安
静宜居。

““三河三河””廊道美景全面呈现廊道美景全面呈现
为了严格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总要求，深入开展“碧水保卫战”“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狠抓水污染溯源治理，
对西宁市 1693 个入河排口进行逐一监测溯
源。2019年起连续3年水质达到Ⅲ类，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率、重要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达到“双100%”，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全面消除，湟水河、北川河、南川河“三河”廊
道美景全面呈现。

群众吃得放心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住得安心
深入开展“净土保卫战”，严格管控和修复

受污染地块，完成 2123 块农用地、134 块重点
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完成祁连
山南麓西宁市13处图斑矿山环境生态恢复验
收，将59家重点企业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
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8%，面源污染得到
有效管控。全面推进农用地环境质量类别划
分，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157.7万亩，用量
同比分别减少40.3%、30.3%，土壤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

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
十年来，西宁市坚持融入全省碳达峰、碳

中和先行区建设，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
仅“十三五”期间，四项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下降
16.49%、33.36%、14.14%、12.35%，超额完成省
级总量减排任务，为西宁市经济社会发展绿色
转型提供新引擎。

绿色已成为西宁城市底色绿色已成为西宁城市底色
2021年，西宁成功试点打造“西北唯一、全

国省会唯一”的“无废城市”，并在全国推广；3
个青藏高原无废模式入选生态环境部“无废城
市”试点模式汇集并在全国推广示范；成功打
造西北地区首个“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双荣誉城市；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

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3.4% ，工 业 危 险 废 物 利 用 处 置 率 达 到
99.35%，完成国土绿化 501.7 万亩，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到 36.5%，区域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79%。园博园一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标志性
工程，建成区绿地覆盖率达到 40.5%，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到13平方米。完成21.6平方公
里海绵城市试点区打造，初步打造由海湖、宁
湖、北川湿地公园组成的508.7公顷湟水国家
湿地公园。

生态优先理念深入人心生态优先理念深入人心
在全省率先开展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

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环评告知承诺制
审批改革试点，成功创建全国公交都市建设示
范城市，连续3年成功举办生态环保成果展和
绿色发展论坛，首届中国（青海）国际生态博览
会和首届国家公园论坛双双落户西宁。

全面启动西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
工作，建成美丽城镇11个、高原美丽乡村395
个，深化绿色细胞创建，创建省级绿色学校448
所、绿色社区39个。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立足人民
群众对绿色的渴望，持之以恒植绿播绿，
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生活空间、筑牢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从缺林少绿到绿水青山，实
现了‘城市换装’。”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局
长周仁义在答记者问时说。

这十年，西宁进入了生态建设力度
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也是成效最
好的时期。先后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荣
誉称号。

周仁义介绍，十年来，我市坚持绿色
涵养生态本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
统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森林
覆盖率由 28%提高 36.5%，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由37.1%增长到40.5%，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由 9.5 平方米增长到 13 平方米。重

点实施了南北山生态绿色屏障、湟水规模
化林场等一批生态示范项目；打造了湟水
国家级湿地公园、东胜公园等一批生态样
板；建成了湟流春涨园、园树立交游园等
一批推窗即见、开门即享的精品休闲绿
地。

周仁义说，如今，“风卷黄沙满天飞”
的旧日景象早已一去不返，城在林中、景
在城中、人景交融的美丽风貌在西宁初步
显现，天蓝地绿、鸟语花香的美好愿景纷
呈在老百姓面前，展现出了高原古城的多
彩魅力。

周仁义介绍，在全省率先推进林（草）
长制，健全四级管理体系，全市1518名林
（草）长、4047名林草管护员实现网格化管
理。连续35年无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事
故发生，连续 19 年无重大林草有害生物
灾害发生，全面构建了更加稳定的生态安
全屏障。顺利完成林改目标，全市 44 个
乡（镇）、741个行政村集体林地确权到户，
19.3万户农户收益，搭建集体林权融资服
务平台，让林权证成为农民手中的“绿色
存折”。林改后，森林生态旅游、中藏药
材、经济林等产业，产业总产值实现由
2013年底的0.5亿元到2021年底13.74亿
元的稳步增长。

今天的西宁，绿色发展深入人心，植
绿护绿爱绿行动蔚然成风，绿色成了西宁
高质量发展最亮丽的底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水环境、水生态不
断改善，水安全保障力度不断加大，河湖面貌
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用水更加安全便捷、水资
源的利用更加集约高效、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成
为常态、河湖岸线成为市民休憩场所……”市
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鲁青和说。

鲁青和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同
级发改、环保、林草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下，统筹
做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修复和
水环境治理等工作，累计落实水利投资181亿
元，实施水利工程1012项，为建设现代美丽幸
福大西宁提供了坚强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
保障。

十年来，实施引大济湟大型跨流域调水工
程，调引大通河水3.04亿立方米（相当于3800
个人民公园的水量）；新建大华、西纳川、大河
滩水库，增加供水能力2.5亿立方米。建成农
村集中供水工程328处，全省率先实现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集中供水率、水质达标率、供水保
证率“四个”100%。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市重要
水功能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100%达标，
切实让群众喝上“干净水”“放心水”。

2021年成功创建省级节水型城市，荣获“全国
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称号。2021年万元GDP
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较“十二五末”
分别下降了44.15%和73.12%。在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连续七年位列全省第一。

投资75.37亿元，完成13类42项具有高原
特色、集水生态修复和水文化展示为一体的重
点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工程，初步形成了以湟
水河为“彩带”，湖、库、渠、湿地为“明珠”，彩带
明珠交织贯通的区域性水网系统和城市水环
境生态圈。曾濒临绝迹的拟鲶高原鳅、花斑裸
鲤等鱼种，如今在西宁多条河流里重现身影。

如今，从高空俯瞰西宁，湟水河滨水绿道
宛如一道彩带，沿河串联公园、居住区、商业
区；北川河、南川河河畔绿树成荫、碧水连天、
鱼鸟嬉戏、游人如织，水清、流畅、岸绿、景美成
为城市新风貌。

从缺林少绿到绿水青山的城市换装从缺林少绿到绿水青山的城市换装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李明辉
说，过去十年，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开展
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全
力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如今，“绿水绕
城、青山如画”的美丽图景在西宁徐徐
铺展。

李明辉介绍，全面落实“绿色为芯、
双城联动、生态隔离、组团发展”的城市
发展策略，“一芯双城、环状组团发展”
生态山水城市格局从宏伟蓝图变成美
好现实。高标准开展“大西宁”城市空
间战略研究，高质量编制实施“大西宁”
战略规划以及综合交通体系、水网和水
厂布局等专项规划，推动城市迈入“大
西宁”时代。紧抓“城市双修”试点机
遇，以“十大行动”为牵引，生态人文、安

全宜居、治理有序、充满活力的高原美
丽城市示范市正款步而来；深入践行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构建形成“15 分
钟社区生活圈”体系。在全省率先启动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市、县两级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取得阶段性成果。锚
定新时代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目标，
开展高原“绿谷”城市建设研究，着力塑
造“山、水、绿、文”相得益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原“绿谷”城市形态，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便捷、更舒
心、更美好。

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
展，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采取“长牙齿”
的硬措施，不断强化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推动实施西宁湟水
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工程，全市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稳步提升。加强地质灾害避让搬迁、
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实施地质灾害
防治项目 30 余项。全力推进祁连山南
麓青海片区西宁市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4 宗矿业权已全部退出，生态修
复面积达 1225 亩，省、市确定的阶段性
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统筹矿山生态环
境治理恢复，推动实施 11 处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建成绿色矿山 9
家，在册生产矿山绿色矿山建设达到
全覆盖。

奋力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奋力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河湖安澜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河湖安澜

尽展绿水绕城青山如画图景尽展绿水绕城青山如画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