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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积发展能量 构建绿色生态经济体系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是

引领目前中国城市更高层次飞跃的顶层设计。

在 8月 19日召开的郑州市委第十一届

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提出，郑州西部要“美”

起来，既要环境美，又要产业“美”，让美丽人

居、美丽生态、美丽经济成为西部的鲜明特

征。在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把

生态绿化作为建设的主体工程来实施。做

好“美丽”文章，建设美丽城镇、美丽公路、美

丽河道、美丽村庄、美丽田园，发展美丽经

济。新密要建设美丽环境，发展美丽经济，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争做全省的标杆，郑州

的后花园。

新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郑州市决
策部署，坚持把生态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作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和重要支撑。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的道路上，新密“举措”可圈可点：

在全省率先开展耐材行业深度治理工
作，以铁腕治污倒逼转型升级，成为全省耐
材行业绿色发展的标杆和引领者，经验做
法被生态环境部肯定。

强化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建立了“户投

放、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垃圾收集处
理机制，率先建成全国县级首家餐厨废弃
物处理中心。

污水治理探索建成了覆盖城乡的“1+
5”污水治理体系，“1”即建设市级管控运营
中心，利用网格数据传输技术，对全市各级
污水处理厂、站、点进行实时远程监控和运
行维护管理；“5”即建设城区、镇区、新型社
区、行政村、居民点五级污水处理厂、站、
点。同时全面启动 10万户农户改厨改厕

改浴工作。
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和建筑

垃圾消纳处理，开创垃圾处理的“新密模
式”，被确定为全国100个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市），城乡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置率100%。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境指数越
来越好，全市森林面积达到65.9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 44%，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
达90%以上。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新密把生态理念、生态元素、生态景

观等渗透嵌入到城乡发展各方面，以全
局、系统、协调的战略思考，积极构建“四
维”生态体系，即清洁环保的生态经济体
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和谐共生
的生态人居体系、文明先进的生态文化体
系，打造“内外兼修”的美丽新密，在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的道路上探索
新的路径。

秋高气爽，走进瑞泰科技，映入眼帘的
厂区颠覆了人们对耐材企业的印象：到处
绿树成荫，花草相伴，步道、马路、厂房一尘
不染，就连堆放原矿石的仓库，也整洁有
序。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整个工厂恍若
一幅明艳的图画。

“这是以生态文明为要求升级改造后
的厂区。”瑞泰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绿色环保的标准，工厂从生产工艺到厂区
环境都进行了“大翻新”，一改耐材生产企
业的“老面孔”，现在工厂成了不少观摩团
学习的“打卡地”。

瑞泰科技仅是新密打造清洁环保生态
经济体系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新密大力
实施耐材企业深度治理，在全省率先开展
耐材行业超低排放，在基准氧 18%情况下

二氧化硫 10、氮氧化物 35、烟尘 50 的标
准，为全省耐材行业排放标准制定提供依
据。同时不断提质改造，新建车间、料棚、
成品库，新增绿化面积，企业内外环境焕然
一新，经济指标增势喜人，2018年全年实
现税收8.27亿元，同比增长49.7%，达到历
史最高点，带动就业7万余人，出口5.47亿
元，约占全市出口额95%，耐材行业已成为
新密名副其实的绿色经济。

近年新密强化对新建项目的环境管理，
做到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设计、同施
工、同投入运行“三同时”。以瑞泰科技、康
宁特环保等国家级绿色工厂、振东科技花园
工厂为样板，持续开发一批绿色产品、建设
一批绿色供应链、培育一批绿色服务平台。

一手发展生态工业，一手培育现代服

务业，新密在生态经济体系的布局中“两
手”都很硬。

每个双休日，新密红石林景区内都会
出现人头攒动的景象，这里不仅山峦跌宕、
苍松挺拔，景色秀丽，更有亚洲第一大玻璃
环廊和网红悬崖秋千引人驻足。“没有想到
新密的旅游资源这样丰富且魅力独特。”不
少游客留下相同的评价。

据介绍，新密不断挖掘整合资源，叫响
生态旅游品牌，市域内现有红石林、三泉
湖、伏羲山大峡谷、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4
个4A级景区，神仙洞、天爷洞、中原豫西抗
日纪念园 3个 3A级景区，1个 2A级景区。
全市文物点109处，其中国保9处、省保12
处；国家级金牌农家乐4家，省级旅游特色
乡镇 1家，省级生态旅游特色村 1家，郑州

市旅游特色村 3家，乡村农家乐 380多家，
旅游特色商品60余种。2018年，全市共接
待游客 758万人次，旅游综合及带动收入
达51亿元；尖山杏花节、九里山槐花节、曲
梁薰衣草庄园、牛店万亩花海等生态主题
活动亮点纷呈。

打造千亿级品牌服装产业集群，构建中
部时尚产业高地。新密现有服装类企业
200余家，2018年全市服装业产量突破1亿
件，产值达200亿元，连年增速达30%以上，
规模以上工业纺织服装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96%，连续举办中国（河南）大学生时装
周等影响力活动，荣获“中国品牌服装制造
名城”和“中国服装优质制造基地”称号。

同时，新密的商贸、楼宇经济、物流、会
展、信息、金融等新兴业态也在加快发展。

着眼长远未来 构建秀美生态环境体系
新密市民海金是一位无人机摄影爱

好者，近些年他的镜头和照片中出现最多
的是新密“绿色”。“每次无人机起航，从镜
头中看到广阔的绿地、绵长的绿道、交织
的绿网，都会心生喜悦，想为家乡、为生活
唱响赞歌。”海金说，绿色让一切变得生机
无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密重视“+
生态”“生态+”发展战略，以建设美丽新密
为目标，把发展林业作为生态立市的首要
选择，着力打造“绿色屏障+廊道+示范园”
为支撑的天蓝水清、森林环绕生态新密。

目前，新密市森林面积达到65.9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 44%，居郑州市六县市之
首。先后获得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市）、

全国森林资源管理先进单位、全国绿化模
范县（市）等多项殊荣。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于新密而言，这
个秋天显得格外“丰硕”。

近期新密 2019 年公园、游园集中开
放活动如约而至，迎宾公园、开阳公园、惠
峪园、东城半岛街头游园、惠沟游园、平安
北园、月季花主题公园、西苑广场、行知
园、桃源溪谷等一批综合公园、微公园、小
游园、口袋公园按时建成并正式面向市民
开放。

“新密正在以‘5 个 5’项目为基本框
架，推进公园体系，打造公园城市。”园林工
作人员介绍，这个公园体系由云蒙山生态
公园、北横岭植物园、青屏山森林公园、雪

花山体育运动公园、报恩寺文化公园 5个
主题公园，惠沟公园、梁沟公园、郭沟公园、
周垌沟公园、马鞍河公园 5个湿地公园，青
屏广场、迎宾公园、开阳公园、体育场公园
等 5个城市公园，神仙洞森林公园、白寨森
林公园、九里山森林公园、黄帝宫湿地公
园、溱水河湿地公园 5个郊野公园和 50个
游园组成，目前，覆盖整个城市的多层次公
园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市民步行 5—10分
钟就可以到达市区、农村社区的公园。

统计显示，2018 年年底，新密城区绿
化覆盖总面积达 1055.7公顷，绿化覆盖率
36.53% ；绿 地 面 积 950.2 公 顷 ，绿 地 率
32.88%；公园绿地面积 216.5公顷，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10.05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

径覆盖率71.4%。
绿地需与蓝天、碧水相伴，为此新密落

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抓好“六
控”、治理“两散”，加大道路机扫、洒水降尘
力度，认真落实建筑工地“8个 100%”“三
员管理”制度，持续降低扬尘污染，并加大
老城区燃气管道的铺设安装，开辟农村新
型社区天然气市场，不断提高清洁能源覆
盖率。

同时，全面落实“河长制”，系统推进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
实施溱水河综合治理工程，完成云蒙山水
库库区治理和双洎河李湾至下庄河段7.95
公里河道治理，持续改善双洎河出境水断
面水质。

以人民为中心 构建和谐生态人居体系
已经在郑州中心城区买房安家的刘宇，这

大半年来经常开车回到新密竹杆园村的老家。
“如今老家变了模样，水电齐备，WiFi

遍布，街道打扫的一尘不染，两旁绿树、鲜
花、雕塑、小品应有尽有，就连原本普普通
通的院墙，现在也精心装扮成了内容丰富
的文化墙，加上村里的空气格外清新，住在
老家别提多开心！”刘宇说。

一切发展，终究是为了人民幸福。在
新密生态文明建设的整盘棋中，牢牢咬住
这个目标，不打折，不放松。

为构建和谐的生态人居环境，新密选
择从难到易，先啃“硬骨头”——以乡村振

兴战略为主线，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
手，加大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改善农村居住
面貌，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新密把污水治理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重中之重，规划建设了覆盖城乡的

“1+5”污水治理体系，截至今年6月，已建
成近 400余个污水处理站点，户厕改造完
成近 7万户。强化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建
立了“户投放、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
垃圾收集处理机制，率先建成全国县级首
家餐厨废弃物处理中心；推进生活垃圾无
害化综合处理和建筑垃圾消纳处理，开创
垃圾处理的“新密模式”，被确定为全国

100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
范县（市），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100%，人居环境明显改善。3月 7日，全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现场会在新密召开。

同时，新密高站位全盘规划区域绿地
建设，即便是在村庄内也随处可见不同规
模和形式的公园或游园。大隗广场、超化
绥洧广场，黄固寺社区公园、和合社区公
园，虎岭社区公园、香山社区公园等一大批
公园雨后春笋般在新密市各乡镇建成。这
些建在老百姓家门口的公园，因地制宜、形
式多样，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已成为老百
姓活动、交流、健身的重要场所，不断改变

着市民群众的生活方式。
另外，新密落实中部平原农业生态功

能区、中东部人居环境生态功能区、北部南
部山地林水涵养生态功能区区划，划定适
宜、限制、禁止开发生态建设区域。加快煤
矿废弃区、塌陷区、采石坑、荒山裸地等生
态薄弱地带的重建和恢复，推进“三区两
线”和特定生态保护区范围内露天矿山修
复治理，严厉打击私挖滥采、私搭乱建违法
违规行为，坚决取缔无合法手续的采矿场
点。按照“谁破坏、谁修复，谁投资、谁受
益”的原则，认真组织矿山覆土绿化、生态
修复，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注重思想引领 构建先进生态文化体系
人类的文明根本上是一种文化形态，

文化不可缺位。生态文明建设不能缺少文
化作为灵魂，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
有科学技术、工程建设等支撑，也必须要有
文化的支撑。

新密把生态文化作为文明城市、卫生
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将生态文化融入人
们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城市
精神等各个方面。

弘扬自然生态文化。围绕创建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既要保护和挖掘文化遗产，又要推进文化
创新，发展文化产业。加快完成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县衙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规划
编制，推进前士郭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窑沟
瓷窑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切实把新密
文化潜在的影响力转变为现实的城市竞争
力，把新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变为现实生
产力。

倡导绿色生态理念。坚持“更新理念、
政策引导、节约优先、全民行动”的原则，倡
导生态生活方式，从追求豪华、奢侈、浪费

的生活转向崇尚简朴、节俭的文明生活。
自觉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推动节水型
社会建设，创建节水型企业、节水型机关、
节水型社区。大力倡导公交优先，深化公
交车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低碳出行、绿色出
行。

营造良好社会风尚。着眼于提高市民
素质，结合“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
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普宣传活动，培育
公众的生态意识，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努力
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文明、爱护生态的社会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绿色发展的征程中，新密市将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工
作，以高水平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以高质
量发展生态经济为核心，以高标准构建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推动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以更加扎实的步伐，向建设生
态文明的更高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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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四维”生态体系 “内外”兼修美丽新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