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肩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战略使命，近年来，贵安新区采用组团式空间布局，注重山地特色和历史文脉传承，编制实施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着力念
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绿色意识牢固树立，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绿色金融起步冲刺，绿色生态本底坚实。

书写绿色文章，尽展生态画卷。坚持向生态要绿、向生产要绿、向生活要绿，随着独具贵安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模式逐渐成熟，一座功能完
善、宜居宜业的生态新城正在崛起。

逐梦绿水青山 建设宜居新城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朱迪

业 7月 3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安医院正
式启用，面向市民开诊。

“新医院不仅环境舒适服务好，还与总院保持
一体化管理。现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大型三甲医院诊
疗服务。”开诊首日，来皮肤科就诊的贵安新区税
务局工作人员胡瑀对医院环境赞不绝口。

该医院是贵安新区特色绿色项目实现融资落地
的典型，项目一期于 2017 年获得二星级绿色建筑
设计评价标识，并在 2020 年底获得由国开行牵
头，建行、中行、工行和交行参团的银团首笔低息
贷款29.4亿元。

对标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该医院项目
总体规划建设床位数 3000 张，总占地面积 600 余
亩，共分两期进行建设，当天开业的为(一期)项目。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贵州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贵安医院院长李海洋表示，以贵安医院建设
为契机，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将开启“一院两
区”发展新格局，带动区域医疗技术创新和服务能
力提升，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医疗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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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骤雨过后，市民张静带着孩子来到贵
安新区海绵城市湿地公园游玩，不管是园
外的城市公路还是园内林间小道，都看不
见一丝积水。

“即使刚下了暴雨也不见积水也不湿
鞋，太神奇了。”张静告诉记者，以前脑
海里的“海绵城市”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
名词，看着这些长满草的小沟渠、郁郁葱
葱的雨水花园，才真实感受到贵安城市建
设的先进理念。

于今年 5月正式开园的贵安新区海绵
城市湿地公园由“两湖一河”构成，即月
亮湖公园、星月湖公园和车田河。公园在
改造工程中充分运用海绵城市理念，能实
现对雨水的“渗、滞、蓄、净、用、排”
综合处理利用，在适应环境变化和自然灾
害方面富有“弹性”。

在优美环境与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下，
该湿地公园不仅成为附近居民悠闲好去
处，更吸引市民游客纷纷到此“打卡”游
玩，成为贵安新区著名的“网红景点”。

故事

126.28 亿元

2020年末
绿色贷款余额

引进银行业金融机构

15 家，设立分支机构

3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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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垃圾各就各位，龙山美丽加倍。”“垃
圾分类益处多，环境保护靠你我。”……走
进贵安新区党武镇龙山村，垃圾分类宣传标
语随处可见。

龙山村是贵安新区农村区域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村寨，为引导村民养成绿色生活方
式，该村将垃圾分类写入 《村规民约》，并
安排专人入户讲解，村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
100%，成为党武镇强化宣传推动全民绿色
意识提升的缩影。

党武镇有 10 个村居位于松柏山水库水
源保护区内，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守护好贵
阳市民“大水缸”的清澈一直是全镇上下面
临的重要挑战。

为有效提升辖区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该镇针对农村实际开展宣传，将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做在平常、抓在日常，多举措提
升辖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们每月都选择在人员集中的赶集日
开展生态宣传，安排工作人员走村入户‘一
对一’讲解，多形式推动生态环保理念入脑
入心，让群众自觉成为辖区环保践行者。”
党武镇环保专员杨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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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芯片烧录部激光闪烁、贴片机机声阵
阵……在贵安新区的贵州固迪科技有限公
司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电子雷管模块
不断下线。

作为贵安新区环评管理制度改革实施
推行的首批受益企业，去年 8月，固迪科
技仅用两天时间拿到环评批复，提前 1个
月实现正式生产。如今，企业的第 3条生
产线已顺利启动，日均产量达 40 万至 45
万发。

深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贵安
新区加快构建高效快捷的环评管理模式，
将涉及民生等行业的 18 大类 47 小类建设
项目纳入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试点。

“这意味着固迪科技这类企业只需要
递交符合条件的承诺书及申请表，便可享
受到‘即受理即批复，先批后审’的高效
审批。”贵安新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
价与排放管理科工作人员说。

在项目准入管理优化基础上，贵安新
区生态环境局还进一步加强审批与监管的
联动，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事后监管机制，
全方位为改革做好措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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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山水库位于贵安
新区党武镇松柏村境内，与
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
花溪水库一起被市民称为

“五口水缸”。
石照昌 摄

新新
树牢绿色金融理念、完

善绿色金融机制、丰富绿色
金融产品，随着绿色金融政
策及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绿
色金融逐渐成为贵安新区的
一张靓丽名片。截至 2020
年末，贵安绿色贷款余额

126.28亿元，重点支持

试验区经济和环境效应显著
的优质绿色项目。

吸引各类金融机构不断
聚集，新区先后引进银行业

金融机构15家，设立分支

机构36个，省、新区及在

黔银行、保险、证券和全国
性金融机构的多层次绿色金
融机构体系初步形成。

新新绿色金融赋能项目建设

遵循山水格局，精
细建设城市。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开展以来，贵
安新区将“全域海绵”
建设理念植入城市整体
开发建设的各个领域，
坚持低冲击开发模式，
发展和生态协调共生，
在城与水的和谐关系打
造中走出了一条有别于
建成区改造的山地海绵
新城建设之路。

截至目前，贵安新
区共计融入海绵城市建

设 理 念 项 目 110 个 ，

已 建 成 47 个 ， 在 建

63 个，城市生态景观

逐渐改变，防涝功能日
益凸显。

海绵城市公园人气旺

新新 垃圾分类
写入村规民约

2018年以来，贵安新
区 紧 抓 “ 贵 州 生 态 日 ”
“世界环境日”等关键节
点开展生态环保宣传，共

发放各类环保宣传资料 3
万余份，推动绿色理念深
入人心。

绿色发展,正在不断提
高新区人的幸福指数。贵
安新区还在骨干路网建设
中 大 力 推 行 “ 慢 行 系
统”，修建人行道及自行
车道；优先主导新能源公
交，初步构建城市发展的
绿 色 “ 动 脉 ”。 绿 色 出
行、绿色居住逐渐成为贵
安新区打造“绿色生活”
的亮点。

新新
深 入 推 进 “ 放 管 服 ” 改

革，贵安新区在全省率先实行

环评制度改革。对10大类39
小类建设项目实行环评豁免管

理；对 18 大类 47 小类建设

项目试行告知承诺制；深入推
进环评审批“三合一”制度，
实行“一站式”办理，进一步
缩减审批时限，环评报告书、
报告表审批承诺时限比法定审

批时限缩短80%以上。

数据显示，自环评审批新
模式实施以来，贵安新区共计

对 11 个项目采取“告知承诺

制”，占审批数量的30%。

制度改革
护航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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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 47 个，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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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项目

村民垃圾分类
知晓率

100% 80%以上

环评审批时限缩短

11 个项目采取“告知

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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