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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

建设自然生态公园城市是市委市政
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公园城市特
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
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指示的
重大决策部署，自然生态优势是咸宁最
大的优势，如果绿色是咸宁区域生态的
底色，那么蓝色则必须是咸宁天空的背
景。按照市委“六大”活动要求，我就如
何打造“咸宁蓝”、强化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色彩及天际线开展调研，对咸宁大气
污染防治与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建设等工
作有所思考，现报告如下：

一、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呼唤“咸宁
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城市的预
期就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老百
姓走出来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
体现了公园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
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生态
空间山清水秀、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产
空间集约高效、地域和文化特色鲜明、安
全开放、全民共享的公园化特征。青山
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公园城市的
特征和要求，决定了“蓝天白云”是自然
生态公园城市应有的背景色。

（一）“咸宁蓝”展现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之美。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包含了“把
城市放在大自然中”的城市发展观，“望
得见山”的蓝天幸福，来源于优良的空气
质量。抬头看见湛蓝的天空，远望是清
翠欲滴的青山，低头则是手机上越来越
多的“咸宁蓝”刷爆朋友圈，这正是创建
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美学追求。

（二）“咸宁蓝”体现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之本。建设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目的
是为了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
市民在生态中享受生活、在公园中享有
服务，形成健康、自然、和谐的居住文
化。“咸宁蓝”意味着洁净的空气，健康舒
适的生活环境，市民可触可感的“绿色福
利”正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

（三）“咸宁蓝”彰显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之核。实现生产生活的绿色低碳变革
是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核心要求。“咸宁
蓝”的意义远不止于蓝天白云，反映的是
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只有建立了以产
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
济体系、强化创新驱动的绿色产业体系、
清洁高效的绿色资源体系，产业结构绿
色化，才能真正享有高水平的咸宁蓝。

二、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囿于“咸宁
蓝”

（一）现有“咸宁蓝”的品质不高
监测数据显示，我市大气环境治理

成效显著。2015-2018年，市城区空气
质 量 优 良 率 分 别 为 67.7% 、75.6% 、
79.04%、82.6%，连续 4 年实现 PM10、
PM2.5 浓度双下降，降幅达到37.8%和
32.7%。2018年，我市空气质量在全国
169个重点城市中位居第19位，是全省
唯一入选“20个空气质量相对较好城市”
的地级市。

但是，我市的空气质量距离自然生
态公园城市的要求尚有差距。全国337
个地级市有157个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咸宁仍是未达标城市，“咸宁蓝”
的品质不高。

2019 年，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86天，没有达到《公园城市建设指南》
（DB42/T 1520-2019）要求全年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292天的指标要求。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率仅为78.6%，较2018年
同期下降了 8.5%；PM10 浓度均值为
56μg/m3，较2018年同期（52μg/m3）
上升了7.7%；PM2.5浓度均值为36μg/

m3，较2018年同期（35μg/m3）上升了
2.9%；城市空气质量六项污染物浓度呈
现四升（PM10、PM2.5、SO2、O3）一降
（CO）一平（NO2）严峻趋势。城区空气
质量污染天气达到78天，较2018年增加
16天，O3已经替代PM2.5成为影响我市
空气质量优良率的首要污染物。

（二）影响“咸宁蓝”的因素众多
大气污染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区

域性复合型问题，污染来源广泛、成因复
杂，既有本地污染源，也有传输外来源，
不利的气象扩散条件也会加剧大气污染
程度。

一是本地污染源。主要来自于机动
车尾气、建筑施工和道路交通扬尘、露天
焚烧等。机动车尾气中含有的碳氢化合
物、氮氧化合物、固体颗粒物是形成
PM2.5 和臭氧的前提物及重要污染因
子。2019年我市民用汽车保有量26.43
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汽车），较
2018年增长9.7%，机动车数量增加导致
污染物排放加剧。扬尘污染是PM10主
要来源，占颗粒物污染源的34%，市城区
建筑工地逐年增多，建设工地未严格落
实“六个百分百”要求，特别是夜间渣土
运输量较大，极易造成扬尘污染。农作
物秸秆、城市清扫废物、园林废物等违规
露天焚烧是大气污染面源之一，占颗粒
物污染源的6%，城区站点周边秸秆、垃
圾等露天焚烧造成的瞬时性污染极易影
响整体空气质量。

二是传输外来源。我市冬季主要盛
行东北风，极易受到北方大范围污染天
气扩散的影响。咸宁地势南高北低，幕
阜山、大幕山、九宫山等山脉位于南方，
北方污染气团被幕阜山脉阻挡沉积，不
利于污染物南下扩散。清华大学《长江
中下游城市群发展战略环境评价报告》
可吸入颗粒物来源解析表明：咸宁市本
地 贡 献 为 49.3% ，外 部 输 送 贡 献 达
50.7%。区域性污染传输已成为我市颗
粒物的重要来源途径，如2019年1月5
至 8日、1月 20至 30日、12月 14至 16
日，受北方污染气团、雾霾扩散传输性影
响，我市出现污染天气。

三是不利气象扩散条件。根据秋冬
季我市及周边地区气压情况分析，我市
及周边地区均处于均压场控制，水平方
向没有明显风力；另外寒冷天气时逆温
现象频发，严重抑制了垂直方向的气流
运动。受均压场和逆温天气影响，水平
方向和垂直方向两个通道均无明显空气
流动，导致本地产生的污染物不断富集，
甚至产生二次污染物，极大程度影响了
我市空气质量。

（三）提升“咸宁蓝”的困难不少
一是责任主体意识有待加强。工业

企业普遍存在达标排放就是完成任务的
想法，对治污减排主体责任的认识还不
够，参与治理的主动性还不高。部分企
业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采取“一来就
停，一走就排”“昼停夜排”、瞒报虚报监
测数据等方式应付和逃避执法监管；部
分建筑施工单位、餐饮经营户、个体户等
缺乏对扬尘或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的主动
性，存在等待观望、应付检查的现象。

二是结构性污染有待破解。产业结

构不合理。咸宁高新区、咸安凤凰工业
园区、嘉鱼畈湖工业园等园区涂料制造、
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等企业集聚密度较
大，“低小散”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仍未根本上改变，污染的叠加累积效应
明显。能源结构不合理。天然气等清洁
能源使用率低，南三县天然气长输管线
工程仍未通管，部分企业生产气源保障
无法到位，导致生物质、煤炭等高污染能
源使用占比较高。用地结构不合理。近
几年，我市处于工程建设密集期，建设施
工和拆迁工地遍地开花。当前市区现有
施工工地三百余个，扬尘污染占本地源
的20%以上。

三是综合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监督
管理手段单一，管理技术人员匮乏，污染
纠纷和事故处理能力较为薄弱，没有有
效的大气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大气污染
防治技术水平不高，臭氧污染治理和机
动车尾气治理经验不足，缺乏系统科学
的防治技术、手段和机制，难以针对性地
开展污染防控工作。

三、如何擦亮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咸
宁蓝”

高品质的“咸宁蓝”既是自然生态公
园城市创建的客观需要，也是自然生态
公园城市的建设方向。擦亮自然生态公
园城市“咸宁蓝”的目标，就是在湖北省
纳入国家考核的重点城市中环境空气质
量率先达到或优于国家二级标准要求。

（一）生态创建“培”蓝，筑牢基础。
把咸宁蓝的追求贯穿于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的建设实践，加快生态市创建，建好山
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让美丽城镇和
美丽乡村交相辉映、美丽山川和美丽人
居水乳交融，夯实咸宁蓝的基础。深入
评估我市大气环境容量、能源消耗总量
及污染排放体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培
育发展新型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促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大
力推进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转化利用，支持通山、崇阳等地建设
大型太阳能项目，加快实施工业园区热
电联产和集中供热管网建设，推进“南三
县”管道天然气工程和全市“气化乡镇”
工程；优化调整运输结构，以“公转水”

“公转铁”为重点，统筹推进嘉鱼港和铁
路货场项目建设，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二）源头治理“护”蓝，减少排放。
强化污染源头治理，减少排放，守护咸宁
蓝的成色。抓好“三尘”治理。加强建筑
工地扬尘、道路运输扬尘、厂矿堆场扬尘
治理，督促全市建筑工地、渣土运输车
辆、采石场堆场等严格落实遮盖、密闭、
洒水、喷淋等降尘抑尘措施，重点企业安
装扬尘自动在线检测、喷淋及视频监控
系统；对不落实控尘措施的建筑工地责
令停工、渣土运输车辆停运、采石场停
产，对不符合相关政策的坚决予以关
闭。强化“三气”整治。开展机动车尾
气、餐饮油烟废气、挥发性有机废气专项
整治，坚持公交优先、绿色出行，优先采
购新能源汽车，加快规划建设武南高铁、
咸九高速等城市铁路、公路，推进107国
道环线项目实施，分流每天多达6000辆

的大型货运车辆；构建多部门联动机制，
通过遥感监测、入户抽查、路检路查等开
展机动车尾气检测执法，加强非道路移
动机械监管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实施
老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禁行、淘汰措
施；开展餐饮油烟专项整治，督促宾馆、
酒店等餐饮业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装置；
深化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制定

“一企一策”治理方案，切实减少主要大
气污染物排放量。严格“三禁”措施。强
化秸秆禁烧、锅炉禁煤、城区禁鞭“三禁”
整治，生态环境、城市管理、公安等部门
协同加强对露天焚烧秸秆、焚烧垃圾等
行为的巡查打击力度，联合开展已关停
改造燃煤锅炉的“回头看”督查工作，加
强对城区禁鞭工作的宣传打击力度，切
实做到宣传到位、防控到位、处罚到位、
问责到位。

（三）科学治污“提”蓝，精准应对。
精准治理污染，提高咸宁蓝的品质。加
大传输通道污染管控。根据咸宁市季节
性污染特征，重点关注秋冬季污染源监
管，主城区秋冬季以偏北风为主，除受京
津冀污染输送外，偏北方向工业园区污
染影响直逼站点；秋冬季实行更加严格、
精准的污染控制措施，对中心城区西、北
两个污染传输通道上的重点涉气企业，
实行错峰生产、限产。咸宁市3个国控站
点被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咸安凤凰
工业园区包围，橡胶、化工、玻璃制造等
重点涉气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占城区总
体60%以上，必须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和
排放标准。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推进中
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实施，高标准建设

“智慧长江”智能监控平台，构建“天地
空”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形成生态
环境集中监管指挥大格局。通过气溶胶
激光雷达扫描、无人机监测、机动车遥感
监测等多项科技措施的实施，实时分析
监测数据，及时确定污染区域，精准锁定
污染源，细化空气质量改善措施，科学指
导大气污染防治。

（四）机制创新“强”蓝，加强监管。
创新机制体制，强化咸宁蓝的监管。强
化环境监管和处罚监督机制。深入开展
环境执法利剑行动，组织实施大气污染
防治专项整治，加强对重点涉气企业污
染排放的监管,依法严惩超标排污、偷排
偷放、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严
肃追究相关企业责任人，并对典型违法
案件进行深度曝光，推动严格执法、企业
守法成为新常态。对照“限期整改是否
到位、工作监管是否到位、督促检查是否
到位”的要求，全面开展责任倒查。加强
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对重点涉气企业生
产全过程实施在线监控,提高监测数据
准确性,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加强
基层环保队伍建设,严肃追究失职渎职
行为,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公信力。加
强部门联动,提高监管效能，做好行政执
法与环境司法有效衔接。

（五）宣传引导“育”蓝，凝聚合力。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不断传导控
污治污压力，确保空气质量改善责任落
实到位。加大宣传教育普及力度，建立
健全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通过新闻
媒体、微信、微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生
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防控知识，
倡导公众践行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
费模式，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和应急保护
能力，提升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督
促排污单位及个体业主自觉承担治污减
排主体责任，提高排污责任主体对大气
污染危害性、严重性的认识，增强落实防
治措施的积极性。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持续推动“六大”活动成果转化应用

打造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咸宁蓝”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熊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
3月11日，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咸土网挂G﹝2021﹞002-00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并授权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
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
应文件资料。

2、咸土网挂G﹝2021﹞002-005号地块竞得人须严格执行
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法规和投资强度。受让宗地范围内用于
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受让
宗地面积的7%。

3、咸土网挂G﹝2021﹞002号地块项目环保需要符合空间

准入标准，禁止引入化工行业，禁止使用燃煤等非清洁能源锅
炉；污水执行医药行业标准，废气、噪声以环评论证为准；环境
质量管控标准符合《工业企业噪音》三类要求、《空气质量》二
级、《地表水》三类、《声环境》三类等。

咸土网挂G﹝2021﹞003、005号地块项目环保需要符合空间
准入标准，禁止重金属、含磷废水排放；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环境质量管控标准符合《工业企业噪音》三
类要求、《空气质量》二级、《地表水》三类、《声环境》三类等。

咸土网挂G﹝2021﹞004号地块涉及非法占地行为已经我
局立案查处，2021年1月14日高新区分局执法监察大队出具

《违法土地案件结案通知书》，指出该宗地已按程序查处结案，
涉及到的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由用地单位与合法的土地
所有者或使用者协商处置。

4、在咸宁市范围内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未及时缴纳的、
有闲置土地及其他违法用地未及时纠正的、被省厅和市政府
相关部门列入联合惩戒黑名单的自然人、法人和组织不得参
加本次咸土网挂G﹝2021﹞002-005号地块竞买。申请人在申
购土地前须到咸宁市土地管理办公室查询拟申购信息主体的
信用信息情况。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价，按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
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进
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
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咸宁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咸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操作说明》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录咸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http://219.139.108.3）查询。申请人
可于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3月9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
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9
日下午16时，网上报价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上午8时到
2021年3月11日上午11时止，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
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限
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湖北省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对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
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
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
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电话:
陈先生 0715-8126510 刘女士 0715-8126565
地址：咸宁市温泉双鹤路18号市政务服务中心A307、

309室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汪先生：15872011934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咸宁大道国际大厦A座15层

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土网挂G﹝2021﹞002-005号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主要
规划
指标

规划用途
产业定向

投资总额（万元）
投资强度（万元/亩）
税收强度（万元/亩）

能耗标准（吨标煤/万元）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万元）
竞买备用金
（含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万元）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咸土网挂
G﹝2021﹞002号

咸宁高新区三期光谷南一路
与西园十路交叉口西北侧

53335.16（80亩）
≥1.0
≥40%
≤15%

工业用地
生物医药制造业

30000
200
15

≤0.061
50年
68

不少于340万元的
银行资信证明

680

咸土网挂
G﹝2021﹞003号

咸宁高新区三期横二路与
小榄二路交叉口东南侧
70842.53（106.26亩）

≥1.0
≥40%
≤15%

工业用地
装配式建筑制造业

31000
200
15

≤0.054
50年
91

不少于455万元的
银行资信证明

910

咸土网挂
G﹝2021﹞004号

咸宁高新区二期永安东路
与书台街交叉口东南侧
93115.64（139.67亩）

≥1.0
≥40%
≤15%

工业用地
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

/
≥300

/
/

50年
200

不少于990万元的
银行资信证明

1980

咸土网挂
G﹝2021﹞005号

咸宁高新区二期永安东路
与锦龙路交叉口东北侧
49472.21（74.21亩）

≥1.0
≥40%
≤15%

工业用地
移动终端制造业

50000
300
25

≤0.022
50年
140

不少于700万元的
银行资信证明

1400

湖北三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湖北环屹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年产1吨甾体激素原料药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形成征求意见稿。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2018）有关规定，现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进行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sjchem.cn/images/n02.pdf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将联系方式、地址发送到

3380685238＠qq．com邮箱，我单位将会把纸质报告
书寄出。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对象为与该项目相关的党政机

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
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网络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即2021年2月4

日——2021年2月16日。
（六）意见提交单位
建设单位：湖北三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宏 联系方式：13451100208
邮箱：3380685238＠qq．com
通讯地址：咸宁市咸安区凤凰工业园

湖北三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4日

《年产1吨甾体激素原料药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

本报讯 通讯员乐曼报道：1日上午，湖北
银行咸宁温泉支行在其新址书台街清华城临街
一层正式开业迎客。

温泉支行新址紧邻我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地处文教政务区核心地段，政区、商区、学区和
社区在这里交汇，居民密集，交通便利。迁址
后，温泉支行将继续发挥便捷高效的服务软实
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高新区及其周边企

业、商户、学校和居民提供更加便利、更加优质
的服务。

据了解，湖北银行咸宁分行网点布局坚持
“一区一行”,对口服务，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辖内8家支行实现市县全覆盖。该行温泉
支行此次由潜山商业街搬迁至新址，旨在进一
步优化其在咸宁城区的网点布局，改善网点服
务环境，更好地服务政府、服务中小、服务民众。

湖北银行咸宁温泉支行迁址清华城

发展自主技术
需关注两个关键问题

在今天这个发展节点上，关于自主技术有两个问题要
深入思考。第一个问题是第一方案和备选方案的关系。
我们搞自主技术的动因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对我们的技
术封锁。我们要做好积极的准备，但它是备选方案，就像
每辆车都有一个备胎一样。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卡脖子”
技术都自己做了。如果以“卡脖子”作为标准，很容易把备
选方案做成第一方案。而且，中国经济体量太大，一旦做
成一项技术或产品，别的国家基本上就难再有优势，经济
问题进而可能转化为外交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个老问题，但
是在自主技术领域，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现在各级政
府都争相发展自主技术，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见效？我认为
政府加大资金投入肯定能见效，但是不是最优的方式？这
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发展的历史都证明，创新还是应
该由市场来做，在分散的市场决策里做创新是目前为止人
类探索出来的最有效方式。真正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一
定是必要的，但分清哪些必须由政府做，哪些完全可以交
给市场做，也同样是必要的。

继续推进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不仅对未来五年提出规划建议，
还提出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

可以这么说，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提升城镇化的质
量，涉及很多问题。例如，如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的问题？如何实现外来务工就业人口在城镇落户？如何
促进外出打工就业的人口返乡创业后就地城镇化？

中国2019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58%，而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看起来只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
却涉及多达2.28亿人口。即使未来经济增速放缓，每年也
会有数百万人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并进入各类城镇就
业。因此，到2035年，不仅要解决目前已在各类城镇就业
的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还有未来大量进城人口的市民化
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实际上牵扯到巨大的利益结构调
整，面临着现实阻力。因此，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要在
破除现有体制障碍和利益结构阻力的同时，稳步有序地前
行。

我个人理解，“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将是继续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使他们在城镇就业期间享受与城镇居民
同等的公共服务。而且要继续放开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
所有特大城市以及人口流入较多的城镇外来人口落户限
制。争取到2035年，实现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口可以在就
业所在地落户不受限制。

由“污染避难所”向
绿色低碳经济转型

通常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卓越表现源
于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改革进一步降低了制度成
本。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出口数据，就会发现中国
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独占鳌头，而
是有大量的电子设备、普通机械设备等中等水平的资本
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相关的产业，有很大的碳足迹和污
染排放强度。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加入 WTO 之后高速增
长，不仅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存在“污染避难所”现
象。

“污染避难所”指的是一国加入WTO以后，由于变成
全世界的加工厂，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都会优先向这个国
家转移，从而使之变成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2002
年-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伴随着发达国家高污
染、高碳经济向中国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中国
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
增长效应。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支撑中国经济奇迹般增
长的不仅有劳动力成本，还有巨大的环境成本。

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
从高耗能、高污染向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转变。也就是说，
由“污染避难所”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