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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栖湖，位于北京郊区怀柔城北8公里处燕山脚下，是北京小有
名气的景区。每年春秋两季，都有成群的大雁、仙鹤等珍禽在此栖
息。湖区气候宜人，湖水清纯碧蓝。雁栖湖三面环山，山间万里长
城隐约可见。登山远眺，蓝天碧水、绿野田园尽收眼底。

如今走进怀柔雁栖湖，仿佛置身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卷，不论在
哪个角度，总能捕捉到令人心醉的美景。

自从承担起 APEC 会议的那一天起，雁栖湖的命运就悄然改
变，从“京郊花园”开始走向“国际会都”。2014年APEC峰会的成功举
行，让会议举办地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作为
示范区内的特色建筑，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以其独特的建筑外形
和宛若天坛祈年殿倒影，瞬间成为京北乃至全国会展场馆中的一颗闪
亮的新星，引人瞩目，成为后APEC时代理想的会议聚集之地。

在风景秀丽、物产丰饶的
海南岛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

在地图上或许并不是那样引
人注目，但却有着极高的知

名度。这就是岛上的美丽
小镇——博鳌。小镇因为
在当地举办的亚洲论坛
而闻名于世。每年春和
景明之时，于此召开
的论坛年会在带给人
们思想和智慧的碰撞
的同时，也让人们得
以真切地感受到这里

舒适的环境。
论坛会址位于东屿

岛上。小岛地处博鳌镇，也
是整个海南岛的最东端。来

到海边，可以看到沙滩、礁石、海
浪、绿树交相辉映，阵阵海风拂过，

宛如一幅动态的风景画。
地处沿海的博鳌，少了些许亚热带的酷

暑和高温，多了几分海滨的清凉和惬意。来到镇中，
身旁清澈的万泉河缓缓向东流去，在河流的尽头与同样穿过小镇的九曲江、龙
滚河三水合流，奔向大海。远处山岭起伏，一片郁郁青青，在人们的规划和保护
下，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在这里茁壮成长，使得博鳌俨然成为了植物的王国。绿
茵之下，大大小小的动物都在此安家落户，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海鸟从天空飞
过、鱼儿在水里嬉戏，这片土地也俨然成为了它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行在博鳌，不禁让人想起范仲淹笔下 《岳阳楼记》 中的美丽景象。
在这个秀丽的小镇上，碧海蓝天、阳光沙滩、高山绿树合而为一，使得
这里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堂。

作为区域内多层次、多领域的重要交流活动，一年一届的中
国—东盟博览会自2004年开始，在南宁永久落户。作为这一博览会
的唯一举办地，南宁不仅让我们看到它借助博览会逐步地实现着自
身的经济发展，更让我们见识到了这里优美的自然环境。

南宁很久以前就有了“中国绿城”的美称，一年四季走在城市
中，每一条街、每个角落都可见到绿色。时至今日，随着博览会的
影响力逐步扩大，为了让越来越多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到城市的绿
色，南宁在原有的绿化基础上又做了不少努力，让昔日的绿城又增
色不少。

来到南宁，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便是这里大大小小的公园。
城市之中，各色绿地公园、森林公园星罗棋布，一个个公园绿茵如
盖、草长莺飞，使得南宁多了几分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感觉。

走在南宁的街上，眼前又是一番别样的景色：绿树枝头的花朵
争奇斗艳，把葱茏的绿树点缀得姹紫嫣红，五彩缤纷。一旁的友人
告诉我，就在几年前，这条街上还不似现在这般多姿多彩。随着慕
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也意识到满城的绿色不免有些单调，于
是开始力求让城市的风景更加丰富多彩。一年之中，随着季节的轮
转，众芳竞相绽放，让南宁渐渐具有了流动的美。

绿城南宁让都市美和自然美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行进其
间，绿树鲜花与高楼街景相互映衬，感觉整个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
的花园。此时不禁感叹南宁人为了这座城市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这座城市也在日复一日的增色添彩中向世人展示着它迷人的风采。

杭州的杭州的生态生态：：好高的好高的““颜值颜值””
钟兆盈钟兆盈

G20峰会就要召开了。它为什么会花落杭州？
许多人问过许多遍。答案不止一条，但毋庸置疑
的是，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杭州赢得了“高分”。

遥想唐朝时的白居易，在杭州当了 3 年“市
长”，离任后，仍念念不忘杭州的美景，写下了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而如今的杭州，还处处
体现着生态之美。

杭州，正张开双臂迎接 G20 峰会的召开、迎
接各国宾朋的到来。

水清

杭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多水的杭州，近
年来以河道治理为主的“五水共治”（即治污水、
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一直引人关
注。

大运河流过的杭州城北，支流、细流纵横交
错。大运河支流后横港河，昔日曾饱受富营养化
之苦，“尤其到了夏天，河水发黑发绿，远远路
过，就有难闻的气味扑鼻。”日前，家住湖州街附
近的退休大爷董铭桥，向笔者回忆起几年前家门
口的这条河。

治理这条河采用了一种食藻虫控藻，引导水
体生态修复的技术。就是先请来了食藻虫帮忙，
吃掉水中看不见的藻类，之后让适量鱼类和螺类
也相继进入河中，吃掉水中多余的藻类、草类，
形成了一条可循环的生物链。

经过生态治理和后期水生态培育，去年以
来，该河道水体生态系统已达到稳定状态，水质
主要富营养指标达到Ⅳ类水质标准，其中部分水
质指标已经达到Ⅱ类水标准，水体透明度达到 1.5
米。这条昔日的黑臭河，如今已是另一番景象：
河水清澈，景色怡人。8 月盛夏里两岸绿树成荫，
不时有知了、鸟儿停在树梢鸣叫。

后横港河只是杭州、美化水环境的一个小小
缩影。杭州截止去年底，3 年来消灭黑臭河 277
条，城区河道已基本消除黑臭现象。今年以来，
主要围绕服务保障 G20 峰会，做好河道清、挖等
文章，进一步让水流起来、活起来、净起来。

天蓝

杭州的水美，天空要更美！早在 2013 年，杭
州市就开展了一项治气大工程，叫作“五气共
治”（即：燃煤烟气、工业废气、车船尾气、扬尘
灰气、餐饮排气），并专门成立杭州市大气办，牵
头协调全市大气污染整治工作。

说起治理燃煤烟气，不能不提杭州的萧山
区。萧山区综合实力常居浙江各县 （市、区） 首
位，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十强县 （市，区） ”。
当地的印染化工、羽绒加工等行业，大都要使用
锅炉的蒸气来进行加热、烘干等，燃煤小锅炉多
的时候达到 880台 （包括窑炉、茶炉），燃煤大锅
炉达到79台，成了一个燃煤大区。从2013年开始
到今年6月底，萧山区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完成了

880 台燃煤小锅炉和 79 台燃煤大锅炉的淘汰、改
造、提升工作。去年全市共淘汰或改造燃煤小锅
炉 3225 台。去年 12 月 7 日，萧山电厂燃煤机组关
停；去年12月22日，杭州钢铁集团半山基地正式
关停；杭州半山电厂燃煤机组也在今年1月1日正
式停产。虽然关停3个用煤大户耗资上百亿元，但
杭州每年可削减燃煤消耗250万吨。

燃煤烟气和其他4项废气的有效治理，使杭州
市天空越来越美了。据杭州市大气办日常负责人
陈健松介绍：2015年，全市环境空气优良天数242
天，同比增加 14天。市区 PM2.5年均值较 2014年
和 2013 年分别下降 12.3%、18.6%。今年 1 至 7 月，
在较多工地施工的不利因素影响下，空气优良天
数达146天，同比仍增加7天。

劲足

杭州这么大力度整治水、气环境，并没有放
缓经济的发展。相反，而是借此倒逼
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生态经济的发
展。生态经济有活力，才是一座城市
真正的生态美。

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的黑鱼养
殖曾是当地的特色产业，规模曾高达
2000 多亩。但养鱼的废水却带来了不
小的环境污染。去年初，在“五水共
治”中，当地的黑鱼养殖华丽转身为
莲藕生态种植，启动了“千亩荷塘产
业园”项目，形成种植、加工、销售
一条龙服务。日前，笔者在现场看
到，原来的黑水塘现在已是清水、绿
荷、红莲，满池飘香，呈现出一片生
机景象。运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周文
泉指着成片的莲藕，给笔者算起了生
态账：以种植最多的藕带为例，一亩
荷塘产藕带约 1000公斤，每公斤能卖
8元左右，仅藕带一项产品年亩均收益
就达 8000 元，污染减少了效益却高
了。下一步，他们还将以大运河为背
景，融入类似“荷塘月色”乡村旅游
元素，进一步发展生态经济。

再来看看整治大气带来的转型。
去年底，位于杭州城北的杭钢半山基地关停，按
照 2015 年的产能，一年能减少 4793 吨二氧化硫、
4041吨氮氧化物、18690吨烟 （粉） 尘的排放。

半山基地关停后怎么发展？杭钢集团副总经
理李凯满怀信心地告诉笔者，经过近半年的调
研，他们确定了高端、创新、绿色、特色的发展
目标，未来将主攻节能环保产业，在治水、治
气、治土上找经济增长点，并适时组建以水务为
核心的浙江环保集团。去年 11月，杭钢就曾与温
州市住建委签订亚洲最大半地下污水处理项目特
许经营协议，实现了中国超大型城镇生活污水处
理项目领域重大突破。他们的总目标是：力争到

“十三五”末，实现销售收入1000亿元、利润15亿

元，努力成为中国钢厂关停转型升级
的样本。

近年来，杭州已走出一条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的绿色发展之路，坚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经济
充满活力。“十二五”期间，杭州先
后淘汰落后产能企业 1500 余家，产
业结构加速向生态经济方向集聚。
2015 年杭州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53.58 亿元，跻身万亿元 GDP 城
市之列。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
经济不仅助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而
且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也正是当今倡导的生态经济。

景美

在一系列生态建设中，杭州经济充满活力，
城市也更有魅力。

去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峰
会上说：“中国有句俗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意思是说，杭州和苏州风景如画，堪称人间天
堂。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创新活力之城，
相信 2016 年峰会将给大家呈现一种历史和现实交
汇的独特韵味。”

风景如画的西湖是世界遗产、世界明珠。近
些年来，西湖通过环湖截污、南线综合整治、湖
西综合保护等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变得更
靓丽。为保持一湖秀水，杭州对钱塘江水沉淀处
理后，引清水入湖。每天注入的 40 万立方米清
水，相当于让西湖一月换一次“血”。2015年底以

来，为进一步提高水质，西湖引水还增加了一项
降氮工程，预计一年可削减 18吨。通过多年的努
力，西湖原有生物种群、结构及其功能特征得到
保护，自然生态得到修复，景区新增大量花草树
木。

如果您有机会到苏堤、白堤、杨公堤等地方
走走，您会发现两边湖面柔波荡漾，游船点点，
远处山色空蒙，青山疏淡有致；如果您有许多机
会到西湖，您会发现晴、雨、阴、雪各有情趣，
四时美景各不同，“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
相宜”。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杭州不仅有西湖，还有同样拥有世界遗产称号的
京杭大运河。历史文化遗迹不胜枚举：断桥上，
有白娘子和许仙的“相遇”；长桥上，有梁山伯和
祝英台的“十八相送”，还有雷峰塔、万松书院、
灵隐寺等。而且每个历史文化景点上，都融入了
生态保护概念，是一个让人来了就要多呆几天的
城市。

杭州就连会场场馆都融入了生态环保元素。8
月 16 日，外交部在京举行 G20 杭州峰会中外媒体
吹风会，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介
绍说，杭州以现有场馆为基础，突出特色和环保
等重点，对G20峰会主场馆、B20峰会主场馆、中
外领导人住地等作了必要的改造提升，能满足会
议要求。

正因如此重视生态环境，杭州吸引着一批批
国内外宾朋。据悉，杭州一直都是国际会议承办
城市中的佼佼者，曾获 2009 年度中国“重要国际
会议目的地城市”大奖。2014 年，杭州共承接国
际性会议 17个，位列中国大陆城市举办国际性会
议数量前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连续四年稳居
三强之位。

生态“颜值”，是杭州独具魅力、富有竞争力
的优势和战略资源。杭州在创建生态美的同时，
还将推进生产美、生活美，努力实现“三美”并
举，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的先行区。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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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随着G20杭州峰会
的临近，杭州的出镜率
和美誉度大幅上升。一
次国际会议推高一个地
方“颜值”的事，国内
外屡见不鲜。让我们看
看国内那些曾经或将要
举办国际会议的地方。

西湖的美丽西湖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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