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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卫东区大营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地下车库优化方案批前公示

规划设计单位：平顶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建设单位：平顶山市天浩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湛北路与开发二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增地下建筑面积：17295.54平方米

项目介绍：平顶山市卫东区大营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地下

车库优化方案于 2019年 12月 31日通过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2019年第十七次规划业务审查会。

如对本规划公示有异议，可自本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平顶

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3967125 6187192

盛夏的余村，绿意正浓，游人不断，一派

江南好风光。

2005 年 8 月 15 日，在这个普通的浙北小

山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

重要论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5年的绿色发展实践，生动诠释这一论断

的深刻内涵。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一幅新

时代的绿色画卷正在美丽中国恢弘铺展！

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两山”理念指引中国经济社会绿

色变革

余村春林山庄里，主人潘春林最近每天

都忙个脚朝天——要为络绎不绝的游客准

备足够的土菜食材：笋干、土鸡、咸肉……基

本都是村里的特产。

“我以前是石矿的一名拖拉机手，矿山关闭

后办起了村里最早的民宿，收入增加几十倍不

说，推开门就是满山满眼的绿色，让人身心舒

畅。”忆及往昔，他既得意自己很早就“吃螃蟹”

搞起民宿，也很欣慰当年村里把矿山都关停了。

余村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

镇，2005 年前这里水泥厂、采石场遍布，漫天

灰尘迷人眼。今天，余村已成为人气很旺的

4A 级景区。被拆迁的水泥厂旧址复垦后变

身五彩田园，村里流转的 500 多亩土地成为

油菜花田、荷花藕塘，四季皆有景。

4 个多月前，潘春林见到了重访余村的

习近平总书记。时隔 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这里再次深刻指出：“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

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

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许多干部群众仍清晰记得，15年前习近平

同志在余村考察，当得知村里关闭矿区、走

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高度评价说：“下决

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

在余村，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他在随后发

表的“之江新语”专栏文章《绿水青山也是金

山银山》中阐释道：“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

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

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短短 10 个

字，闪耀着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邃思考——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 良 好 生 态 本 身 蕴 含 着 无 穷 的 经 济 价

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

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的山山水水见证了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情怀。

看山，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秦岭深处，察

看自然生态，叮嘱当地当好秦岭生态卫士；

赴祁连山考察生态环境修复成果，要求让祁

连山绿水青山常在；眺望巍巍贺兰山，提出

要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

看水，习近平总书记两赴长江流域调研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推动“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成为沿江省市的共识；心系黄河，曾

一个月时间内连续考察黄河岸边的甘肃、河

南两省，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

在内蒙古阿尔山林区、云南洱海湖畔、

黑龙江黑瞎子岛、山西汾河岸边……

习近平总书记足迹印在祖国大地，身体力

行持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宣示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

定意志。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更进一步把“污

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写入党章，对全党更

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

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近年来，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以

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

染防治法等法律更加完善。40 多项涉及生

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相继出台，尤其是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建立，让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根开花。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从 2012年国内第一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

试点在新安江流域拉开至今，生态补偿机制

已经在甘肃、重庆、京津冀地区等多地开展，

好山水、好生态成了“有价之宝”。而不久前

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第一支国家级投资基金

——总规模 885 亿元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正

式设立，则为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再

添新翼，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环境经济政策

更加丰富，不断激发企业治污的内生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既是余村蝶变之

道，更是中国经济优化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从

小村首提到省域实践、再到成为指引整个国家前

进方向的新发展理念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这一

理念正引领中国广袤大地发生深刻变化。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以切实行动推动中国坚定走上生

态文明之路

富春江，流贯浙江中部桐庐、富阳两县

区。两岸山色秀丽，江水清碧见底，民居点

缀其间，绮丽风光自古有名。然而，富阳区

曾有个“地标”大煞风景：江边 3 根 120 米高

的烟囱一字排开——这是一家热电厂的标

志性建筑。

富阳是“造纸之乡”。20 多年前，3 个造

纸工业园区陆续涌现。一位造纸厂老板说：

“效益好的时候，造纸就像印钱。”热电厂就

是为满足当地造纸工业用热需求而建。

腰包鼓了，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因环境

污染而大打折扣。在一度有 40 多家造纸厂

的大源镇，村民们回忆说，十几年前的河水

既黑又臭，鱼虾绝迹。一到夏天，沿河村庄

更是恶臭弥漫，老人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迁

徙到外地的子女家。

“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

以为继！”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

一次赴外地考察时就发出警示。

彼时，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

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这既是

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

2013 年 4 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有关方面有

必要采取一次有重点、有力度、有成效的环

境整治行动，在这方面也要搞顶层设计。

4 个多月后，“大气十条”——《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

大规模开展 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

2015 年，“水十条”——《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出台。

2016 年，“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出台。

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以壮

士断腕的勇气向污染发起总攻。习近平总

书记为之鼓劲——“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

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

为了让蓝天重现，河北向积攒多年的家

底开刀。“高炉被拆，就像自己的一条胳膊被

截了肢。”钢铁大县武安一家民营钢铁厂老

板说，“但是不断，整条命怕都保不住！”2013

年以来，河北全省累计压减钢铁产能超 1.5

亿吨，大量玻璃、煤炭、水泥等产能退出，数

百家企业退城搬迁。

为了让青山永驻，山东威海的夏春亭带

领员工“修山”，拉土回填、修建隧道、恢复植

被，在开采最严重的区域修筑塘坝，一干就是

十多年。昔日遍体鳞伤的矿山变成华夏城景

区。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这里的生态修

复项目时，对通过生态修复促进文化旅游发

展、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

为了让碧水荡漾，经济特区深圳打响治

水提质攻坚战。73 岁的居民黄耀棠回忆说，

以 前 的 茅 洲 河 水“ 比 墨 水 还 黑 ，比 石 油 还

稠”。2016 年起深圳以绣花功夫推进雨污分

流、源头治理，居民们发现“茅洲河变清变美

了，不时还有白鹭飞过”。如今，当地告别散

乱污、拥抱高精尖，河畔的全至科技创新园

进驻科技企业 180多家，年产值达 80亿元。

富春江畔，富阳也痛下决心实施多轮造

纸业整治，腾退造纸及关联企业 1000 多家。

热电厂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被当地人戏称是

“三支清香”的烟囱于去年 10月启动拆除。

如今的富阳，在老产业腾退转型后的旧

址上，一座吸引了一批高技术企业的富春湾

新城正在拔地而起。新时代的富春山居图

正在绘就。

抛弃先污染后治理老路、探索绿色发展新

路，对一个企业、一座城市来说是艰难的挑战，

对中国经济来说更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关口。

这道关口，我们正步履坚定地跨越。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更加协调。去年国内

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有效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的基础上，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实

现 3.2%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

现恢复增长。中国在坚持绿色发展上表现

出的远见和定力，为全球疫后经济复苏和发

展起到示范作用。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
水清的家园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迈向新境界

立秋已过，秋粮丰收在望。在吉林省梨

树县泉眼沟村的地里，一望无际的玉米刚刚

结穗，正是形成产量的关键农时。种粮大户

张文迪正忙着田间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

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

福人民。”就在刚刚过去的 7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这里考察时对黑土地保护提出明确要

求。张文迪很激动：“粮食是国家的根基。

黑土地就是我们种粮人的根基。”

张文迪承包了 420 公顷玉米地。这几年

他在农技人员的帮助下应用了免耕技术，秋

天把玉米秸秆覆盖还田，来年春天用免耕播

种机直接播种，既减少了土壤风蚀和水蚀，

又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几十年过度使

用导致的地力衰竭问题开始有了改观。张

文迪笑着说：“今年的玉米长势可好了！”

梨树向北约 700 公里，黑龙江伊春市的

旧貌也换了新颜。

这 里 位 于 小 兴 安 岭 腹 地 ，曾 经 一 木 独

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这座林

城探索向生态宜居城市转变，森林旅游成为

经济新引擎。

400 万公顷森林、40 万公顷湿地、700 多

条河流、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达

2 万个以上……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伊春成为

旅游热门“打卡地”，也让守着绿水青山的老

百姓吃上了生态饭、过上了好日子。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这

是一场发展观的深刻革命。

放眼全国，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

一块块生态环境的短板正在补上，一个个阻

碍绿色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坚冰正在消融。

——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还草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深入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完成造林约 7.8 亿

亩，生态红利不断显现，绿色版图持续扩大。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加快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在理

顺管理体制、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取得

阶段性成果。

——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

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一大批

民间河长、湖长踊跃上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母亲河，习近平总

书记时时牵挂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他谆

谆告诫：“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开药方——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又为治理黄河指点要

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

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大河奔流，浩浩荡荡。如今，长江之病

渐消，江豚频现，鱼翔浅底。沿黄省份也大

步迈向更广阔的发展之路。大江南北的人

们用汗水浇灌和培育着共同的绿色家园。

全民义务植树如火如荼展开，“互联网+

义务植树”等形式不断创新。年轻的父母带

着孩子亲手种下一株株树苗，把绿色播种在

大地上、播种在孩子心里。在北京、上海等

地，垃圾分类成为人们追赶的新风尚；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共享单车出行，购物时挂在肩

头的自备购物袋则成为一抹流行色。

最近连续 3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地

球卫士奖”分别颁给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和“蚂

蚁森林”项目，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

文明实践的广泛认可，彰显保护全球生态环

境的中国担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妙地阐述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说，世界应与

中国一道，坚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下

定决心改善环境。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4 亿中

国人正以久久为功的精神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为子孙后代呵护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好家园！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15周年之际

生态文明之光照耀美丽中国

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和

阳镇一家餐饮企业在餐厅摆

放了提醒消费者文明用餐的

标识（8月 14日摄）。

为倡导绿色、节约的饮食

习惯，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近日相关行业协会和部分餐

饮企业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发

布倡议书、引导顾客合理消费

等方式，积极营造节约为荣、

浪费可耻的餐饮风尚。

新华社发 （张驰 摄）

从我做起 杜绝浪费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
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的规定〉的决定》

最高法：测谎结果不属
于民诉法规定的合法证据形
式

 多 地 近 期 将 有 强 降
雨，国家防总提升防汛应急响
应至Ⅲ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付炳锋表示，我国民
族汽车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
过半，其中乘用车市场占比约
四成

香港特区政府宪报显
示，香港特区政府8月 14日已
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
决定》刊宪公布

哈尔滨市社科院“731”
问题研究专家向新华社记者
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生物战
新发现，揭露了二战后美日之
间秘密交易，为美国掩盖侵华
日军 731 部队生物战罪行增
添新证据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菲
利普·洛 8月 14日表示，受维
多利亚州新冠疫情反复拖累
经济复苏等因素影响，今年该
国经济预计将萎缩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
交部8月 13日发表声明说，阿
联酋将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
面正常化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8月 14 日电
（记者王宾）针对美国国务院

宣布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

登记为“外国使团”以及国务

卿蓬佩奥有关声明，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 14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美方有关做法是对中

美合作项目正常运作的妖魔

化、污名化，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赵立坚说，孔子学院是帮

助各国人民学习中文，了解中

国，加强中国与各国教育、文

化 交 流 与 合 作 的 桥 梁 和 纽

带。长期以来，美国孔子学院

都是大学自愿申请、两国大学

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

等互利”的原则合作成立的，

其运作管理公开透明，严格遵

守当地法律，恪守大学各项规

范，为促进中美人文交流作出

了积极贡献，受到所在大学和

美国各界的普遍欢迎。

他指出，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

见和一己私利，对包括孔子学

院在内的中美合作项目正常

运作粗暴干扰、横加阻挠，完

全不可接受。“我们也注意到，

蓬佩奥在其声明中大量引用

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报告和

报道，其无中生有、罗织罪名

打压孔子学院的用心可见一

斑。”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

和零和博弈思维，立即纠正错

误，停止将有关教育交流项目

政治化，停止干扰中美间正常

人文交流，停止损害中美互信

与合作。”赵立坚说。

“中方保留对此事作出进

一步反应的权利。”他说。

美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登记为“外国使团”

我外交部：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