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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国之大者。近年来，南京市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践行“两山”理念，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
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今年上半年，全市PM2.5均值
34.1 微克/立方米、全省最低，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0.9%，达到“十三五”以来同期最好水平；国省考断面
和省控入江支流水质稳定达标，继续保持全省领先。

一、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是重大政治任务，南京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
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努力以天蓝地绿水清的过
硬成果，展现省会中心城市的使命担当。一是提高政
治站位。时刻对标对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从
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对
待生态环保工作，确保令行禁止、落到实处。二是保持
战略定力。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坚决不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老路。三是坚持
以人为本。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生态
环保工作实践中，大力治理“群众身边的污染”，注重生
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生
态福祉。

二、坚持把长江大保护工作放在压倒性位置。南
京是江苏唯一跨江布局的城市，我们始终以强烈的答
卷意识扎实抓好长江大保护，为“一江碧水向东流”持
续作出南京贡献。一是抓整改“止血”。以沿江突出环
境问题整改为先手棋，深入实施污染治理“4+1”工程，
关闭化工企业115家，拆除码头37个，整治“散乱污”
企业1811家，治理黑臭河道150条、今年底将基本消
除市域劣V水体。二是抓生态修复。实施沿江绿化
造林1.3万亩，完成湿地修复1.7万亩，严格落实长江
禁捕退捕要求“应禁全禁、应退全退”，积极推进生物多
样性保护，目前长江流域只有南京在市中心江段有野
生江豚稳定栖息。三是抓岸线调整。拆除干流岸线项
目160个、退出生产岸线超30公里，生态岸线占比由
51%提高到77.9%。二桥至三桥35公里“一江两岸”
地区，生产岸线基本退出，正在规划建设九大城市客
厅，打造还江于民的城市滨水新空间，展现“南京外滩”
的独特魅力。四是抓产业转型。严格落实长江经济带
发展负面清单，大力推进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绿色循环
化改造，“一企一策”推动重点企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
沿江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和含绿量。五是抓红
线管控。在全国率先出台《南京市长江岸线保护办
法》，配套制定《排水条例》《蓝线管理办法》等地方法规
文件，严格落实“三线一单”制度，编制南京市长江岸线
保护详细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刚性约束作用。

三、大力提升美丽古都生态宜居品质。南京山水
城林融为一体，我们深入贯彻美丽中国和美丽江苏部
署要求，统筹优化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努力让绿色成
为美丽古都的鲜明底色。一是增绿量。坚持“见缝插
绿、留白增绿”，持续增加城市绿色资源总量，借鉴雄安
新区“千年秀林”经验，在全市涉农板块推广建设“绿色
银行”、创造绿色财富，全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0.79%、
绿化覆盖率达45.16%，成功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二是补短板。聚焦污水收集处置、废物处置利用等重
点，持续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建成3200公里市
政污水管网、130多个分散式净水站，生活污水日处理
能力达到290万吨、餐厨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1087
吨。三是破难题。以城市有机更新为抓手，“留改拆”
并举，推进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整治，下大力
气治理餐饮油烟污染、噪声扰民、交通拥堵、停车难等
群众反映强烈的居住问题。位于老城南的小西湖历史
风貌区，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更新，全面改善了人
居环境，并通过新植入业态留住部分原居民，激发了新
的生机与活力。四是优环境。着眼于增加优质生态产
品供给，整体提升紫金山、玄武湖功能品质，打造更多
的游园绿地、城市绿道、滨水空间，加快建设开门见绿
的公园城市、绿道环绕的慢行城市。

四、积极探索特大城市环境治理现代化路径。生
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立足于特大城市
特点，加大改革探索、创新突破，不断完善治理体系、
提升治理能力。一是构建责任落实体系。坚持“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书记带头抓生态环保的“一
把手”负责制，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断面长制、点位长
制以及领导挂钩负责制，坚持定期调度、专班推进、
解决问题。夯实企业主体责任，刚性约束和正向激
励相结合，严格督促企业减少污染排放、落实治污措
施。推行绿色生活方式，引导市民群众自觉履行环
保责任。二是构建政策制度体系。持续加大生态环
境补偿力度，动态实施资源产品差别化定价，推动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建设“环评—许可—执
法”全过程规范体系。注重运用市场来配置环境资
源、提升治理能力，加强与三峡集团等重点企业合
作，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和生态建
设。三是构建科技支撑体系。坚持用科技手段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建设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集聚
生态环保领域新型研发机构和高端人才，围绕破解
重化围江难题、企业绿色发展需求，在清洁生产、节
能减排、低碳循环等方面形成一批原创性成果，为长
江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源头技术供给。建设长
江南京段“生态眼”多源感知系统，对“水、岸、气、船、
园”五个方面进行实时监测、智能分析和预报预警。

奋力走在
生态文明建设最前列

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张敬华

美丽江苏·书记市长谈生态文明

租住油坊桥，满满“烟火气”

9月11日傍晚6点多，初秋的夕阳还有些刺
眼，25岁的万涛背着双肩包从地铁2号线油坊
桥站走出。出站口，一群摩的师傅大声吆喝“抢
客”。迎面，是花花绿绿的租房信息墙，只要一
驻足，一旁的中介立马凑过来问：“要租房吗？”

这样的场景万涛已见怪不怪。他住在莲花
新城北苑小区一片30层高的楼群中。今年6
月，万涛刚从黑龙江大学硕士毕业，在南京小行
地铁站从事车辆维修，与两位同事合租一套房
子，月租金3500元。租住油坊桥，是因为这里地
处2号线终点站，换乘10号线到上班地点只有4
站，租金比市区又便宜。更让他满意的是，周边
配套齐全，餐饮店、小酒吧、超市、快递点甚至裁
缝铺、干洗店，应有尽有。

在油坊桥片区，像万涛这样的“宁漂”数量
众多。吸引“万涛们”奔来此处的原因无他：靠
近地铁、房租便宜且生活便利。坐地铁从油坊
桥始发，新街口、仙林、南京南站，哪都能到。此
外还有多条公交线穿行而过。

房屋中介告诉记者，虽然油坊桥片区主要
是安置房源，但不愁租，三居室每月租金都在
3000元以上，单间也要一两千元，首创立方、铂
悦公寓等30多平方米的单室套月租金在2500
元左右。租客主要是在河西、南京南站等区域
上班的员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

每当夜幕降临，油坊桥便热闹起来，成千上
万的“宁漂”或乘地铁、或乘公交、或骑共享单
车，回到油坊桥“临时的家”。晚7点，清荷北园
门口的好邻里生活街区座无虚席，奚记椒麻鸡
窗口也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夫妻二人一
个忙着点单收银打包，一个做饭。他们是安徽
阜阳人，今年4月刚盘下店面。老板娘说，店里
晚上7点-10点食客最多，尤以年轻人为主，“没
想到生意这么好，有的食材中午就卖完了。”

莲花新城北苑盼盼果园老板许梅2014年来
到小区盘下店面，70多平方米店面，年租金达17
万元。“做生意靠的是人气，这里人流量大，虽然
租金贵，生意却比在河西商品房小区好。”

“住在油坊桥，满满的生活味。”万涛说，每
次晚上出来吃饭，烟火味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人
群，让他感觉很亲切。简单吃个饭，肯德基、汉
堡王、回味、苏客、杨国福等中外快餐店满街都
是；逛街买东西，周边有天迈广场、游坊城、旺角
广场、富力城百货市场等“综合体”；此外还有莲
花北苑菜场、好邻里等菜场。

习惯了熙攘，眺望到繁华

大学毕业后，刘磊辞别仙林大学城，从2号
线起点坐到终点，横穿整个南京城来到油坊桥，
出了地铁站，抬头几十栋30多层的高楼，宛如一
片水泥森林。“如果住得高，夜晚可以看到河西
南大楼顶的灯带闪烁，可推开窗又是震耳的广

场舞音乐，仿佛立马回到贾樟柯电影镜头中的
县城里。”

对油坊桥的“宁漂”们来说，繁华的城市就
隔着一两节地铁站的距离。“这是我们落脚的地
方，不会一直住这儿。”刘磊告诉记者，住在油坊
桥，电梯里遇到满怀欣喜搬进来的人和收拾行
囊搬出去的人，几率一样大。

刘磊说，南京的油坊桥就像是东京的三
茶。三茶是日本年轻人来东京工作的第一站，
房租不超过工资的1/3，有着非常多又便宜的
小店，但随着收入增加、更换工作、结婚生子，
这些年轻人可能回到家乡，可能搬去更高档次
的公寓、更好的学区，却少有人愿意永远停留在
这里。

南京和兴房地产经纪公司是最早一批落户
油坊桥的中介之一，工作10年的店长赵世友说，
油坊桥房源量大，有将近4万套，当时拆迁，一般
家庭分到3套，除了自住，多余的房子用来出租，
往年毕业季他办理租住的有1000多人。“这里
优点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每天有人走有人
来，为了住在主城区来买房的有，条件好了卖房
换新的也有。”

眼下，租客和住户在清荷北园占比是2：1，
在莲花北苑是各占一半。尽管每年如同候鸟迁
徙般的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给这里住户带来
了持续的租金收入，但人多了，管理的难度自然
增加。

“莲花北苑共28栋楼，算上铂悦公寓在内莲
花北苑片区共计2万多人，社区内和周边有近
400家商户。一栋楼就相当于一个小区，而且这
里流动人口多，基本上是一个开放式的小区。”
莲花北苑社区居委会主任周婷说，为了让年轻
人安心居住，社区每年组织专场招聘会，并组建
物业、网格员、楼栋长以及志愿者，一同协助管
理，“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在南京打拼不容易，希
望能给他们营造一个温暖安心的家。”

城市“中转站”，期盼多布设

每天，有近200趟地铁从油坊桥发车，早
晚高峰每节车厢都塞得满满的。租客们许多
骑共享单车去地铁站，沙洲街道城管科施鹏做
过统计，为调剂单车分布，每天科室值班的同
事人均要来回搬共享单车800次左右，“都不
要花钱去健身房，每天搬车大臂肌肉比健身房
里练得好。”

和天通苑一样，油坊桥也是一座“睡城”，白
天小区人很少。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
在周婷看来，南京作为特大城市，要吸纳年轻人
加盟，需要油坊桥这样的“中转站”和“落脚地”。

“2016年我刚来油坊桥工作，人还没有现在
这么多。”周婷回忆说，当时除了坐2号线，人们
外出很不方便，“这两年，地铁S3号线来了，新增
7条公交线路从油坊桥经过，人气也跟着旺起来
了，很多新街口的白领也住这儿。”

“这里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城中村’了，现在
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刚刚毕业的学生，素质高，
这里是他们的‘毕业第一站’。”清荷北园社区党
支部书记丁永健介绍，清荷北园4680户居民中，
常住人口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基本都是在附
近上班的年轻人。

像油坊桥这样，南京不少过去的城郊接合
部，都加大了拆迁改造力度。“宁漂”们的集聚
地，外地毕业生租房的地方，始终绕不开“桥”
字，板桥、铁心桥、迈皋桥、桥北，但聚集度都不
如油坊桥。网友们戏谑地说，板桥居民“进城”，
要坐半小时公交到油坊桥；3号线上的桥北，去
新街口还要转2号线；发展最早的1号线终点迈
皋桥，周边设施也不如油坊桥便捷。

油坊桥的高人气源于超高的“性价比”。除
了交通便利、生活味浓，高端配套也不少，去年
底，河西旺角广场落户油坊桥，更带来了河西南
首家盒马鲜生，油坊桥片区成了众人追捧的“盒
区房”。

“所以说，城市需要油坊桥这样的地方，交
通方便配套好，有吃有喝还能玩。”南京知名房
产媒体人马乐乐说，随着城市“旧改”力度加大，
过去年轻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租住的城中村、旧
小区纷纷被拆迁，南京为此建了四大保障房片
区，这对城市更新、品质提升是一件好事，也是
城市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但由于许多保障
房片区选址较远，交通不便加之配套还不全，很
难吸引“宁漂”们租住。

专家认为，建设有活力和包容性的城市，需
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外来务工人员加盟。在
没有成家之前，年轻人习惯聚居、喜欢热闹，迫切
希望融入城市，不愿意被城市“疏离”，可刚工作
财力又不足以买房置业，因而建设更多的“油坊
桥片区”，作为他们进入城市的“第一站”，和融入
城市的“接力站”“加油站”，变得十分必要。

所幸城市已关注到这一点。南京不仅对年
轻大学生以房租补贴，还加大衔接保障房片区
的轨交建设力度，安置房众多的丁家庄、麒麟片
区，都已开建地铁和城轨，同时完善教育、医疗
和商业的配套。其中连接丁家庄、麒麟街道的
地铁7号线、宁句线预计2021年通车，如此不但
方便居民生活，也将集聚为南京一个个活力满
满的“油坊桥”。

本报记者 丁茜茜 沈佳暄 颜 颖 付 奇

“宁漂”的聚居地，城市的“中转站”——

油坊桥，南京的“天通苑”
每天清晨，黑压压的人群就如同潮水一

般涌向地铁站。到了晚上，又如同潮水一般

退去……这是北京五环外昌平区天通苑每天

的“作息表”。对于70万北漂来说，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廉

租房片区，是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南京也有着天通苑一样的地方——河西南绕城公路边的油坊桥

地区。在这个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的片区，数十栋30多层以上的高

楼密密匝匝，常住人口40万人，多半是新就业大学生租客和外来务

工人员。

油坊桥过去是南京城郊接合部，10多年前安置河西拆迁辟为

保障房片区，以中和路为界线，向南是拆迁安置房扎堆的油坊桥，向

北是高档小区密布的河西南片区。穿行在马路两侧，不仅能见证城

市的斑驳变迁，也能领略城市的多面精彩。

瞭 望

活力满满的油坊桥活力满满的油坊桥。。赵亚玲摄赵亚玲摄

油坊桥地铁站出站口油坊桥地铁站出站口。。

油坊桥周边商业配套油坊桥周边商业配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