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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ｗｅｎｔ ａｌｌ ｏｕｔ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ｂｌｕｅｒ ｓｋ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ｌａｂｅ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ｄｕｓ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ａｗ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３１２ ｄａｙ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ｓｅ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ｕｐ ３０ ｄａｙｓ ｙｅａｒ ｏｎ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ｒａｎｋｅｄ ａｓ Ｎｏ．１ ａｍｏｎｇ 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环境保护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IR QUALITY
空气质量

２０１５ 年，广州为实现“天更蓝”，不断深化工业污染治理，促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强
化机动车污染防治，促进加快淘汰黄标车；创新管理方式，促进扬尘污染控制；摸清挥发
性有机物来源，推进重点行业治理；加强空气质量监测与研究，指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
向。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明显，空气质量达标 ３１２ 天，同比增加 ３０ 天 ， 环境空气质量
在 ５ 个国家中心城市中保持最优。

１５０

GUANGZHOU

GUANGZHOU

１５１

UANGZHOU 2016

ENVIRONMENT PROTECTION

广州 2016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EWAGE PREVENTION & TREATMENT
污水防治

２０１５ 年， 按 照《 广 州 市 ２０１５ 年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ｗｅｎｔ ａｌｌ ｏｕｔ ｔｏ ｐｕ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度实施南粤水更清工作计划》的 ９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４７ ｔａｓｋｓ ｆｒｏｍ 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方面 ４７ 项任务，以广佛跨界河流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０１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ｌｅａｒｅｒ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污染整治为重点，以加强流溪河水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Ｆｏｓｈａ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源地保护为核心，广州全面推进水

ｒｉｖ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污染防治工作，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Ｌｉｕｘｉ Ｒｉｖ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１００％；主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ｄ ｍｅ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１００％；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８２．１％

要江河（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ｉｖｅｒ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ｅ

８２．１％；珠江广州河段平均水质为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ＩＶ ｗｈｉｌｅ

Ⅳ类，东江北干流、增江、沙湾水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ｈａｗａｎ

道、蕉门水道、洪奇沥水道等江河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Ｊｉａｏｍｅｎ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Ｈｏｎｇｑｉｌｉ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ｒａｎｋｅｄ ａｓ

水质优良。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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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CONSERVATION & EMISSION REDUCTION
节能减排

２０１５ 年，根据《广州市 ２０１５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广州提出 ３ 方面 １７ 条具体减排措施，完成
２６３ 个工程项目。增城永和污水处理厂等 １６ 个国家责任书项目已全部建成。完成 ２０１５ 年化学需氧量、氨氮、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０．２％、１％、１％ 和 ２％ 的目标任务。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下降 １３％ 左右，总量减排任务全面完成。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１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２６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０１５ Ｔｏｔ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６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Ｚ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Ｙｏｎｇｈｅ Ｓｅｗ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ｌｅｄｇ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ｘｉｄ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ｄｏｗｎ ０．２％，
１％， １％ ａｎｄ 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ｆ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ｗｅｒｅ ｄｏｗｎ １３％，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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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BAGE DISPOSAL
垃圾处理

２０１５ 年，广州稳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投放，基本稳定“定时定点”分类投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ａｔ “Ｆｉｘｅｄ Ｈ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 Ｓｐｏｔｓ”． Ｔｈｅ

放模式，全市实行“定时定点”分类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Ｈ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

投放的社区达 ９５３ 个，成功创建全国

Ｓｐｏｔ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９５３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ｎａｍ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ｆｅ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大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全面加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ｐｕ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ｗ－ｖａｌｕｅ ｒｅｃｙｃｌ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新增无害化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３０００ ｔｏｎ／ｄａｙ ｏｆ ｎｅｗｌｙ

理能力 ３０００ 吨 ／ 日，建筑废弃物循环

ａｄｄｅｄ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利用能力达到 ６８０ 万吨 ／ 年，新增消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６．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ｐｅｒ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１３．７５

纳容量 １３７５ 万立方米。城市垃圾处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ｃｕｂｉｃ 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ａｄｄｅ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ａｒｂａｇｅ

理能力与处理成效显著提高。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ｈａｄ ａｌｓｏ ｓｅｅｎ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全年全市生活垃圾清运处理总量达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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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６０４．４ 万吨，无害化处理动物尸骸和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６．０４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ｆｅ

变 质 肉 类 ３５５２ 吨、 粪 便 粪 渣 ２４．５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ｗｈｉｌｅ 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 ３，５５２ ｔ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ａ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ｐｏｉｌｅｄ ｍｅａｔ ａｓ ｗｅｌｌ

万 吨；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ａｓ ２４５，０００ ｔ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ｃ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９５．２４％，比上年提高 ３．７４ 个百分点；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９５．２４％， ｕｐ ３．７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全市再生资源回收总量 ２５０ 多万吨，

ｐｏｉｎｔｓ ｙｅａｒ ｏｎ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ｃｙｃｌａｂｌｅ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２．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其中低值可回收物 ７０ 多万吨。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ｖｅｒ ７００，０００ ｔ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ｗ－ｖａｌｕｅ ｒｅｃｙｃｌａｂｌｅｓ．

GUANGZHOU

１５７

UANGZHOU 2016

ENVIRONMENT PROTECTION

广州 2016

环境保护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ｕ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ｇａｒｄｅｎ
ｃ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环境保护 Environment Protection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ｄ．

BEAUTIFICATION & GREENING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美化绿化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３６％，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４１．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６．５ ｓｑｕａｒｅ

２０１５ 年，广州围绕建设花园城市目标，全力实施“青山绿地”、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和“花

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ｂｏａ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城绿城水城”战略，通过实施园林景观工程，推进林业生态建设，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使城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４２％，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园林景观品质显著提升，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绿地服务功能逐步强化。

ｏｆ １５．９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ｃｕｂｉｃ 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全年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３６％、绿化覆盖率 ４１．５％、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６．５ 平方米，全市森林
覆盖率 ４２％，森林蓄积量达到 １５９３ 万立方米，全市林业用地面积 ４３８ 万亩，生态公益林 ２７０
万亩，新增森林公园 １４ 个，湿地公园 ７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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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４．３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ｕ，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２．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ｕ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１４ ｎｅｗｌｙ ａｄｄ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７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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