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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何落户福建？对
福建有何意义？如何实现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有机统一？3月22日上午，福建省省长苏树
林率省直相关厅局长，就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热点议题，接受来自境内外23家媒体的集中采访。

全国首个，为何是福建？

福建生态有基础，但也很脆弱，不进则
退。

——苏树林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福建为何能首吃螃
蟹？这是在场的媒体记者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苏省长
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首先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
求的战略举措。其次，则是因为福建生态省建设有基
础。早在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同志就前瞻
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并组织采取有力
措施推进生态省建设。十多年来，福建历届省委省政
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始终锲而不舍地推进生态省建
设，取得了一定成效。

如今福建的山更绿，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65.95%，继续保持全国首位；水更净，9 个设区城市
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9.4%；空气更优，去
年 23 个城市空气平均达标天数的比率为 99.5%，福
州、厦门达标天数的比例位居全国前列，“清新福
建”已成为福建的“金字招牌”。此外，全省能耗更
低，人居环境也更好了。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面对成绩的同时，我也
看到，福建耕地少，自然灾害多，生态很脆弱。”苏
树林说，福建的生态省建设，不进则退，如果不继续

下大力度治理，很可能被破坏而退步，这也是原因之
一。

《意见》对福建有何意义？

标志福建生态省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苏树林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
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苏
树林表示，国务院的 《意见》，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福
建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国家相关部委对福建发展的
关心和支持。

他说，《意见》 既是对福建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
充分肯定，同时也对福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目标和
新要求。“这标志着福建的生态省建设，由地方决策
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标志着福建的生态省建设，步入
了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新阶段。”

他认为，《意见》 为福建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
加快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赋予了一系列的支持政
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家的力度加大了，我们
肩上的责任也更大了。我们常说‘任期有限责任无
期’，保护生态环境就是我们福建广大干部永久的责
任。”他说，福建要勇于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总结
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全力打造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努力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经济发展与环保如何统一？

宁可发展慢一点，也要保护好一点。
——苏树林

福建当前面临难得的机遇，如何协调好发展与环
保的关系？苏树林的观点是：要有好的理念、科学的
机制、坚定的决心以及严格的监管。

他分析说，有好的理念，才能把人的认识统一起
来，让全社会长期自觉地保护生态。政府的角度，就是
要强调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都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
下进行。对全民来说，就倡导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
发动人人为生态做贡献。科学的机制，就是按照市场规
律，靠利益驱动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去保护生
态，要进一步推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建设。

坚定的决心，在生态省建设过程中，就是“肯出
血”——要肯花钱、把钱用到生态建设中；还要“肯割
肉”——为了保护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项目不
能要，高耗能的有污染的项目、企业要关停，宁可发展
慢一点，也要保护好一点。严格的监管，就是要完善环
保监管“一岗双责”，健全评价考核体系，严格执行环境
影响评价和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等规定，严惩破坏环
境的行为，推动信息公开，强化社会监督。

苏树林表示，福建正在抓紧研究贯彻落实 《意
见》的具体实施方案，以推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

生态保护要“肯出血”“肯割肉”
——福建省省长苏树林详解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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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立省

濒危药用植物金线莲，只能生长在人迹
罕至的深山老林，福建金线莲产量全国第一。

厦门鼓浪屿蓝天碧海

福建生态省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福建生态省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任期有限、责任无期，保护生态环境就是我们福建
广大干部永久的责任。

★发展有诱惑，但我们要有足够的定力不被迷惑，坚
守住生态保护的底线。

★发展就要有新项目，但我们绝不“饥不择食”，不能
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老百姓喝进嘴里的，吸到肺里的，吃到胃里的，都
比拿到手的钱更重要，一定要保护好。

——福建省省长苏树林
★老百姓现在既要温饱，也要环保；既要小康也要健

康。我们一定要把生态保护好，让老百姓享受优美环境。
——福建省常务副省长张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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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
（张静雯、陈诚）
海岛交通便民工
程是福建省委省
政府 2014 年为民
办 实 事 项 目 之
一。今年，该省
将 投 资 近 4.3 亿
元，从6个方面推进海岛交通便民工程。

陆岛交通码头前期工作方面，重点推进霞浦大屿头
岛等29座陆岛交通码头的前期工作；在建陆岛交通码头
方面，加快福鼎敏灶等 22 座在建陆岛码头的建设进度，
并建成连江江湾、石狮祥芝、福鼎大元当等 8 座陆岛码
头；完善码头管理房方面，力争开工建设福鼎东角等 20
座码头管理房；渡运设施方面，将对福鼎、霞浦等地 21
艘沿海渡船实施更新改造；岛屿客运站方面，计划开工
宁德嵛山客运站；海岛接线公路及岛内路网计划建成
71.66公里。

本报电（徐丰盛、江晓珍）为加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
国，福建上杭县人民武装部党委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大力开展
水土流失治理及植树造林的号召，主动请战，支援驻地革命老区
造林，为汀江两岸人民造福。从3月11日开始，上杭县组织近1000
名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在上杭县临城镇九洲村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
象，一排排整齐的树苗成行成列，原本杂草丛生的山坡地被装点
得生机勃勃。当天，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栽种，共栽下2000多株山
杜英、木荷、香叶树等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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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军民植新绿

“清新福建” 有哪些硬指标

栖息于福建罗源县廉澳村后山的苍鹭

本报福州电 国务院日前正式印
发《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
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
干意见》。福建省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务院确定的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

福建生态文明建设有良好的基础。
早在2001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省长
时就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
构想。10多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一任
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干，生态省
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节能降耗水平居全
国前列，森林覆盖率保持全国首位，水、
大气、生态环境质量均保持优良，创造
了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生态补偿等一批先进典型，
打造出“清新福建”品牌，为建设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奠定基础。2013 年 4 月以
来，国家发改委牵头有关部门来闽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实地调研，最终形成《意
见》上报国务院批准实施。

《意见》在全面分析福建省生态文
明建设总体情况、综合优势的基础上，
提出了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
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主
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政策。

《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
略，着力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成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意见》
赋予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四
大战略定位：一是国土空间科学开发先
导区，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
率先形成与主体功能定位相适应，科学
合理的城镇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
态安全格局；二是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先
行区，加快“绿色转型”，率先实现生产、
消费、流通各环节绿色化、循环化、低碳

化；三是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示范区，加
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深入实施
造林绿化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增强生
态产品生产能力，打造山清水秀、碧海
蓝天的美丽家园；四是生态文明制度创
新实验区，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评
价考核体系，大力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集体林权、生态补偿等制度创新，为
全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意见》提出了 2015 年和 2020 年两
个阶段的目标：到 2015 年，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均比
全国平均水平低 20%以上，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 6 个百分点；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达到
或优于二级标准；主要水系Ⅰ～Ⅲ类水
质比例达到 90%以上，近岸海域达到或
优于二类水质标准的面积占 65%；单位
地区生产总值用地面积比 2010 年下降
30%；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0 年
下降35%；森林覆盖率达到65.95%以上。

到 2020 年，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污染防
治能力、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系统
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绿
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得到大力推行，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
新格局。

《意见》从六个方面提出支持福建
省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发
展方向和主要任务。即：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能源资源节约；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力度；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和水
平；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意见》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支持
开展先行先试、加强组织协调等方面提
出了 25 条支持福建省加快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建设的政策措施。这是继2009
年国务院支持海西意见后国家新一轮
集中出台的支持福建发展、含金量高的
政策举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福建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倾斜支持。

国务院印发的 《意见》 中，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支持开展先行先试、加强组织协调等方面提出25条支持
福建省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政策措施。其
中，财政投资方面7条、金融方面5条、先行先试方面12
条、重大项目布局方面1条。

财政投资方面：

1.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福建省生态文
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2.中央预算内投资对福建原中央苏区和闽东苏区按照
西部地区政策执行，对福建其他革命老区按照中部地区
政策执行；

3.研究将以武夷山—玳瑁山山脉为核心的生态功能
区列为国家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4.加大中央投资对福建省生态建设、节能环保、水
土保持、循环经济、污水垃圾处理、水利工程、新能
源、能力建设等项目的支持力度；

5.支持福建省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中小河
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项目建设；

6.支持闽江、九龙江流域污染治理；

金融方面：

1.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福建省资源节约、环
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持；

2.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探索开展采矿权、海域
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等抵（质）押贷款；

3.支持大型节能环保企业设立财务公司；
4.鼓励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或股票上市融资；
5.探索开展碳金融业务。

先行先试方面：

1.国家在福建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试点，
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2.率先开展森林、山岭、水流、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
确权登记，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3.开展生态公益林管护体制改革试点；
4.开展国有林场改革试点;
5.开展集体商品林规模经营试点；
6.支持三明林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配套改革；
7.在闽江源、九龙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
8.研究建立汀江（韩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9.推进电力等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
10.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

开发试点；
11.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流转试点。

重大项目布局方面：

支持推进漳州古雷炼化
一体化，浦城至梅州铁路、
吉安至泉州铁路、福建与广
东电网联网、平潭及闽江口
水资源配置工程、宁德上白
石水库、罗源霍口水库、厦
门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建设。

福建泰宁大金湖风光福建泰宁大金湖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