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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盐城市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
不移实施“生态立市”战略，深入推进
“绿色转型、绿色跨越”，绘就了生态环
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品质”同步
推进的绚丽篇章。在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方面，2020年盐城市实现了“两突
破、一提前”。“两突破”：PM2.5年均浓
度33微克/立方米，首次突破35微
克/立方米，成为省内首批达到国家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的设区市；优良天数
308天，首次突破300天，优良天数比
例84%；“一提前”：提前一年完成“十
三五”大气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盐
城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全省领先、全国
前列，“盐城好空气”成为重要的城市
名片和生态品牌。在生态环境部对全
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的月度排名中，
盐城市5次名列全国前十，27次为全
省第一，最好名次为全国第三，创造了
江苏设区市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这一成绩的取得，与盐城市委市
政府顶层设计、科学决策和坚持不
懈地攻坚克难分不开，与盐城市各
地各部门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坚持
问题导向，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分不开。他们每日分
析研判空气质量
状况，找不足、补
短板、促整改，
常态长效，久
久为功，把
“盐城好空
气”的品牌
越擦越亮，成
为盐城优良
生态和宜居
宜业城市的
亮丽名片。

尽责履职应对气候变化

修编印发《盐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编制空气质量达标规划。每月分
析全市及各县（市、区）高质量发展指标、
小康指标等空气质量指标情况，在当地党
报《盐阜大众报》上公布各地空气质量改
善及降尘量情况。建立点位长责任制，每
日通报全市4个国控站点和16个省控站
点空气质量数据，推动点位长尽责履职。

调整盐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
小组组成人员，强化了与市应对气候变
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间的协调配合；印
发《2020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要点》，确保完成盐城市“十三
五”碳强度降低约束性目标；开展“全国
低碳日”各项宣传活动，完成盐城市纳入
全国碳市场重点单位碳排放核查工作。

推进重点减排工程建设。组织各地
在重点行业升级改造、VOCs污染治理、
港口岸电建设等方面安排了300项重点
大气减排工程项目，每月调度进展情况并
督促推进，目前所有工程项目全部完成。

六大专项行动整治大气污染

先后组织挥发性有机物、餐饮油烟、
机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污染及
油品质量、工业炉窑、散乱污整治等6个
专项整治行动，积极推进，定期督查，聚
焦突出环境问题，从更精准、更精细处

压减大气污染物排放，成效显著。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全年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3万多人次，共办
理行政处罚案件471起。

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治
理。成立市扬尘办，市住建、
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联合
驻点办公，加强建筑工程、市
政工程、拆除工程、公路工程、
高铁（高架）、水利工程等施工

工地各类扬尘污染治理；大力整
治渣土车等物料运输车辆遗撒、泄

漏物料等交通运输扬尘污染；着力解决

各类道路扬尘污染问题；持续强化工业
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切实管控港口、码
头、工业堆场料场、砂石（商品混凝土）、
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消纳场等各类露
天堆场突出扬尘污染。建立健全扬尘污
染防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管理
机制，提升扬尘精细化管理水平。

推进全市标杆暨扬尘管控建筑工地
建设。实施市区扬尘管控“红黑榜”制度，
已认定红黑榜建筑工地10家。为深化建
筑施工扬尘专项治理，提高扬尘治理工
作成效，促使企业提高扬尘管理水平。

制定并实施市区道路抑尘工作方
案。各级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部门联
合会商，结合温度、湿度等气象条件，研
究划定市区晒水、雾炮作业线路，通过
采取降温增湿等措施，改善空气质量，
取得一定成效。

继续开展动力用煤专项抽检。组
织对全市火电、钢铁、水泥等20家重点
企业，开展了40个批次煤质专项抽测，
巩固煤炭质量整治成果。

推进港口粉尘在线监测系统建
设。组织推广滨海港区中电投集团协
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港口粉尘在线监
测系统做法，全市已建成174套粉尘在
线监测系统并接入到省平台。

推进钢铁企业超低排放监测评估
和“脱白”工作。基本完成盐城联鑫钢
铁有限公司、响水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等

两家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正在实施
烟羽“脱白”工程。

此外，盐城市推动环境基础设施能
力建设。督促各地加快乡镇（街道）空气
监测站建设，并将该工作列入市委、市政
府“两重一实”项目，每月调度进展情
况。目前，全市121个乡镇空气监测站
已基本建成运行。推动滨海、大丰化工
园区及大丰港大气自动监测站建设，结
合特征因子开展精准监测监控。在做好
市区高排放车辆禁行管理工作的基础
上，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全市非道路移
动机械的摸底调查及编码登记。

强化秋冬季大气综合管控

盐城市生态环境局会同第三方技术
支撑团队在市区开展每日巡航、巡查，共
下发问题整改交办单312次，交办排查问
题530个，并跟踪督查完成整改。做好移
动源排放监管工作。认真做好市区高排
放车辆限行管理工作。建成非道路移动
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加油站油气回
收自动监控、重型柴油车远程在线监控等
3个监控平台，建成固定式遥感监测点12
个、移动式遥感监测点1个，2020年已遥
感监测机动车330万辆次。开展了新车
销售环节检查、在用车路检路查、在用车
入户监督抽测、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检
查、加油站油气回收检查、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监督检查等各项工作。

盐城市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省、市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目标任务，持续开
展“百日攻坚”行动，市县镇三级联动，围绕
工业企业、扬尘、移动源、面源污染等方面，
扎实推进28项攻坚保障措施，充分利用

“进博会”“公祭日”“互联网大会”保障的有
利时机，确保实现年度环境空气质量目标。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底色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围绕“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盐城市以更高站位、更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四新”盐城建设，谱
写生态环境保护的辉煌篇章。

展望“十四五”，盐城市决心进一步
创新思路打法，统筹推进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和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
具体目标是“破三争九，提前达峰”，即到
2025年力争PM2.5年平均浓度控制在30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0%，
碳排放提前达峰。

在顶层设计上，突出把降碳作为源
头治理的“牛鼻子”，统筹谋划一批推动
经济、能源、产业等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的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聚焦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
设。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把发展非
化石能源、削减化石能源消费量作为治
本之策，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

支撑保障。
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

以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为主线，持续改善
环境空气质量。更加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科学治污，切实提高治理措
施的针对性、有效性。精准治污，做到问题、
时间、区位、对象、措施“五个精准”。依法治
污，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保护。

强化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碳排
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借助盐城黄海湿
地申遗成功的契机，在江苏盐城湿地珍
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麋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开展近零碳排放区示
范工程建设。全面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
碳行动，推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以全国地级市第二名的成绩被评为
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的盐城，坚持经济
与生态和谐共生，不断提升群众生态福
祉，让一个面朝大海、鸟语花香的“城市
客厅”汇聚八方宾朋。让盎然绿色，成为
美丽盐城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让良
好生态，成为盐城人民幸福生活的常态
标配！

把把““盐城好空气盐城好空气””的品牌越擦越亮的品牌越擦越亮
——盐城市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纪实盐城市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纪实

筑起文化新高地筑起文化新高地
做美做优苏州大运河做美做优苏州大运河““第一印象第一印象””

““京杭大运河的第一铲土是在望亭京杭大运河的第一铲土是在望亭
开挖的开挖的。。””苏州市望亭镇退休老教师许苏州市望亭镇退休老教师许
志祥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志祥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公元前公元前
495495年年，，吴王夫差为与楚国抗衡吴王夫差为与楚国抗衡，，下令下令
开凿自苏州望亭经无锡到达常州奔牛开凿自苏州望亭经无锡到达常州奔牛
镇的一段运河镇的一段运河，，这比开凿邗沟还要早这比开凿邗沟还要早99
年年。。大运河望亭段距今已有大运河望亭段距今已有25002500多多
年年，，是是京杭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

近几年，望亭镇积极推进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2019年 5月，总占地面积
20万平方米的运河公园暨历史文化街
区落成开放。公园集遗产保护、文化研
究、生态旅游、特色党建等功能于一体，
恢复了御亭、皇亭碑、驿站、石码头牌楼
等历史遗存，并新建望运阁、文化展示
馆，成为望亭“吴门文化新地标”，获评

“2019年苏州十大民心工程”。
“我就住在运河边，建了运河公园

之后，我每天都来逛。”在去年12月21
日举办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乡贤座谈

会上会上，，乡贤代表吴纪根感慨地说乡贤代表吴纪根感慨地说，，““这几这几
年望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望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老百姓
最得实惠最得实惠。。””

加快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望亭镇不
仅在“硬件”上下足功夫，在“软件”配套服
务方面也动足脑筋。去年4月，望亭推出

“稻香小夜曲”文旅夜经济品牌，运河畔
的夜市集“望运集”瞬间成为“爆款”。一
时间，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逛着市
集，夜游运河，好不惬意。同年12月，“望
运集”更是吸引到央视新闻《夜游中国》
栏目的关注，央视用50分钟直播了运河
夜市，得到各地网友点赞。

望亭镇党委委员、人大副主席殷猛
介绍，如今在望亭的运河畔，运河百诗
碑廊刚刚落成开放，集中展示了百余幅
运河沿线城市的书法碑刻；大运河文体
馆正在建设中，规划有运河文化展示
馆、游泳馆、健身中心等功能，建成后将
成为望亭的又一地标建筑，进一步丰富
望亭居民的文化、体育生活。

厚植生态新优势
农文旅创融合发展打造“望亭样板”

“像规划城市一样规划农村，像发
展工业一样发展农业，像经营企业一样
经营农田”，这已成为望亭人的共识。
作为相城区唯一拥有太湖与大运河资

源的乡镇源的乡镇，，望亭镇围绕特色水稻田园乡望亭镇围绕特色水稻田园乡
村建设村建设，，加快推动一二三产高质量融合加快推动一二三产高质量融合
发展发展。。

依托依托““稻田资源稻田资源””，，望亭镇高起点规望亭镇高起点规
划划、、高标准建设北太湖旅游风景区高标准建设北太湖旅游风景区，，全全
面整合太湖面整合太湖、、大运河等优势资源大运河等优势资源，，建设建设
完善了长洲苑湿地公园完善了长洲苑湿地公园、、稻香公园稻香公园、、游游
客中心等各类旅游载体客中心等各类旅游载体，，““食味南河食味南河港”
农家乐主题街区、咖啡馆、民宿等各类
旅游配套，以及运河公园历史文化街区
等充满文化元素的旅游“打卡地”。

“这几年，北太湖旅游风景区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提升景区的整
体风貌，仅2020年就实施了13个建设
项目，已完成9个。”望亭镇文化旅游发
展局副局长王新杰介绍。根据规划，北
太湖旅游风景区将通过一系列项目，串
联现存业态和建设中的业态，最终形成

“一心一环五区五聚落”的布局。
跻身“网红”的北太湖旅游风景区，

已先后获评“全国休闲农业精品园区”
“全国四星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区”
“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江苏
省十佳生态旅游小镇”“江苏省四星级
乡村旅游区”等1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
年接待游客总量超300万人次。

未来，望亭将以相城区创建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聚焦旅游产品品
质提升，加快农文旅创深度融合，推动
文化旅游产业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
游”发展模式转变。

去年12月，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公布的第三批江苏省传统村落公示
名单中，望亭镇迎湖村南河港自然村、

仁巷自然村欣然上榜仁巷自然村欣然上榜。。这是这是两个村庄两个村庄
继双双获评继双双获评““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之之
后取得的又一重量级荣誉后取得的又一重量级荣誉，，对望亭全域对望亭全域
旅游发展来说旅游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消息也是一个利好消息。。说说
起迎湖村未来的规划起迎湖村未来的规划，，迎湖村党委书记迎湖村党委书记
王骅充满信心王骅充满信心：：““迎湖村一直秉承生态迎湖村一直秉承生态
优先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绿色发展的理念，，今后也将继续今后也将继续
坚定不移地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坚定不移地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打造望亭全域旅游的样板村。”

绘就产业新布局
智能制造开启产业发展“加速度”

“望亭镇区位优势显著，自然环境
优美，配套设施完善，近年来还推出一
系列惠企、惠民政策，是个投资兴业的
好地方。”在2020粤港澳产业联动创新
峰会上，落户望亭的苏州鸿凌达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志军，如是向深圳
企业朋友介绍。

近些年，望亭加快“走出去”的步
伐，多次赴上海、深圳、重庆等地对接，
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五湖四海的客
商前来合作。2019年起至今，望亭累
计引进优质项目 40 余个，总投资超
100亿元。望亭镇招商局副局长薛晓
燕举例，占地1600多亩的望亭智能制
造产业园内，已有6家企业建成投产，
其余18家正火速建设，投产在即。

除了已经建设成型的智能制造产
业园，望亭镇还规划建设了贡湖新兴产
业园，规划面积2149亩。园区以引进智
能装备、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项目为主，
主攻大项目和平台招商，并规划智能制

造研发社区作为配套。目前，园区已吸
引12个项目入驻，其中9个项目已开工
建设，同时还有一批项目正在洽谈。

去年4月，贡湖新兴产业园首个高
端制造业载体项目——贡湖高端制造
和创新研发社区将建成投产。项目占
地107亩，未来将打造成为全镇高端制

造业“新地标”和“发展智库”。
“只有充分发掘历史文化底蕴，才

能不断擦亮‘运河古镇’名片。”望亭镇
相关负责人说，望亭将继续从文化、生
态、经济等多角度着手，保护、传承、发
展、利用好运河资源，让大运河与望亭
共生共荣、绵延流长！ 范晓曦

““吴门望亭吴门望亭””扬起高质量发展远航之帆扬起高质量发展远航之帆

望亭镇位于苏州市西北望亭镇位于苏州市西北，，西临太湖西临太湖，，东枕运河东枕运河，，是苏州市相城区唯一一个拥有是苏州市相城区唯一一个拥有
太湖和运河资源的乡镇太湖和运河资源的乡镇。。

近年来近年来，，望亭镇立足望亭镇立足““产业智造新空间产业智造新空间，，区域交通新格局区域交通新格局，，文化传承新高地文化传承新高地，，生生
态文明新优势态文明新优势””总定位总定位，，通过农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农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一二三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带动一二三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走出独具望亭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走出独具望亭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智能制造产业园

北太湖（望亭）旅游风景区

““稻香小夜曲稻香小夜曲””夜经济活动夜经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