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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绿色实践
—— 以山西省“大同蓝”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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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雾霾是我国大气污染的突出问题，也是全国许多省市遇到的共性难题。地方政府要稳

妥处理公众需求及环境保护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同市作为全国重要煤炭工业基
地、山西转型综改的前沿阵地、资源型城市的典型区域，在全国树立了“大同蓝”的知名
品牌。文章从理念、支撑、核心、措施、抓手、路径、保障、基础和途径 9 个方面对“大同
蓝”的绿色转型和实践进行总结与归纳，希望能够为山西省及类似区域的绿色发展提供科
学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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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是我国大气污染的突出问题，也是全国许多省市遇到的共性难题 [1-5]。雾霾治理已
成为国家重视、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6-12]。面对雾霾问题，各级政府一方面要对公众负责，
其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要发展，要 GDP”的政绩观一定阶段依然存在。
因此，地方政府要稳妥处理公众需求及环境保护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016 年，在多轮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下，山西省11个地市除大同市外，其余 10 个地市均

启动雾霾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大同市作为山西省最北部的城市，环京津冀，连晋冀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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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地处盆地，属典型煤炭资源型城市，气象扩散条件并不占据优势，但却能够从雾霾中突
围而出，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优良天数达到 314 天，超省目标任务 53 天，较自加压力确
定的 300 天目标超 14 天；空气优良率达到 86% 以上，高于省定目标近 15 个百分点，拥有与
过去“煤都”印象完全不同的“大同蓝”，空气质量位居山西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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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绿色实践

大同市不仅为京津冀发展提供资源和能源保障，

个大同”建设目标。 坚持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大同蓝”更为京津冀绿色发展夯实生态基础。中科

的道路，树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牵头编制《大同市生态文明建设规

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理念，实施“136”发展战略①，

划》和《大同市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为大同市从“煤

将生态立市作为城市发展的主线，将建设美丽大同、富

都”到“绿都”的转型做出了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推

裕大同、幸福大同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

出了最具竞争力的生态产品——“大同蓝”。2016 年 12

（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刮骨疗伤、壮

月以来，新华网连续刊发了 3 篇“大同蓝”稿件，全国

士断腕的决心治理污染。 充分认识燃煤污染和高耗能产

媒体也聚焦于此现象 [13] 。资源型城市如何“华丽”转

业发展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在科学防控不利气象条件影

型？“大同蓝”是怎么来的？如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及

响的同时，重点减少形成雾霾的人为因素。突出产煤城

路径？这些均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市的去煤炭化，逐步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使用

天蓝水清任重而道远。雾霾污染的形成，非一日
之“功”，雾霾污染的防治也非一蹴而就。大同市作为

率，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出“两高一低”产
业，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

全国重要煤炭工业基地，山西省转型综改的前沿阵地，

（3）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真诚回应群众对改善空气

主动应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严峻挑战，消除粗放式发展

质量的热切期盼。 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改善环境质量的

带来的历史欠账，在生态文明新理念指导下以及山西省

迫切需求，把实现“大同蓝”作为推动转型发展、文化

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坚持生态立市发展战略，持之

复苏、古城复兴的首要任务，视为群众“最基本的生存

以恒改善环境质量，逐渐摸索出一些实现“大同蓝”的

需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狠抓落实，营造了

有效做法。

同心同力共建生态大同的良好氛围。

1 理念：坚持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色发展

2 支撑：提升空气自净能力，产业错位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雾霾治理成效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更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离不开大同市自净能力的提升。根据大同市地形地貌、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

降水量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市委、市政府确立了生态统

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

领、环境先行、空气优先的发展原则，始终坚持扩大城

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八大以来，山西省

市绿化面积，恢复自然植被和森林，建设城市隔离带和

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新理

城市湿地公园，有效降低城市的温室效应，这是“大同

念，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

蓝”形成的支撑条件，效果良好。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全国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为
契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1）“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确立“三

2.1 提升空气自净能力

大同市以御河和口泉河治理为重点，制定“两河流
域”规划，实施总投资 4.8 亿元的“两河流域”湿地项

①“136”发展战略：“1”是打造一座东承首都、西接丝路、南贯三晋、北通蒙俄的区域性中心城市。“3”是三条主线，树立“合天、合地、
合人”思想——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大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建设富裕大同；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建设幸福大同，让全市人民都有获得感和幸福感。“6”是六项措施——把转型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厚植发展优势；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
动力拓宽发展空间；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追求增进民生福祉；把涵养生态作为第一要求打造绿色之都；把安全稳定作为第一保障营造
和谐环境；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第一责任净化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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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大同市水环境整治人工湿地及流域污水收集工程，

兴产业培育工程、能源产业创新工程、特色农业增效工

补齐北方城市生态补水不足的短板，极大地提高了生态

程，构建起具有鲜明特点、支撑多元、布局合理、链条

涵养能力和空气自净能力。同时开展冬季行动暨 “环

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

古城”“环文瀛湖”双环行动，总投资 690 亿元，实

3 核心：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构成，推

施 27 个重点项目。其中，“环古城”行动项目 12 个、

chinaXiv:201708.00240v1

总投资 113 亿元，“环文瀛湖”行动项目 15 个、总投

进工业节能减排

资 577 亿元。这些项目涵盖了古城开发与保护、文化旅

大同市“将生态与环境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

游、生态康养、会展中心、科技产业园、新能源等绿色

展的约束性要求”，用环境保护倒逼落后行业，积极引

发展领域，搭建起大同城市发展的生态骨架，以古城复

导、推动传统行业转方式调结构。

兴守住发展之“心”，以环文瀛湖生态建设强健呼吸之

（1）坚持工业园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同步推进。

“肺”，构筑了全新的城市发展生态格局，这是“大同

在装备制造园区、医药园区、新能源园区、冶金工业园

蓝”形成的基础。

区、煤化工园区、龙泉工业园区、塔山循环工业园区等

2.2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13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营，实现各县区城镇

污水处理厂全覆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餐厨垃圾处

工业园区建设中突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先行地位，在
项目土建工程中加强污染配套设施的建设，努力打造集
约化、多元化产业平台。

理厂先后投入运营，年处理生活垃圾 36 万吨、餐厨垃

（2）引导优势项目与综合项目互为补充齐头并进。

圾 5.5 万吨。正在建设的建筑垃圾资源一体化项目总投

在园区化平台承载中，大同市综合能源基地项目同煤塔

资 7.4 亿元，一期工程已于 2017 年 6 月投产，全部建成后

山二期 2×66 万千瓦热电机组已有一台并网发电，另一台

可年处理城市建筑垃圾 150 万吨，年处理道路沥青混凝

试运行；同煤阳高 2×35 万千瓦项目已基本具备水压试验

土垃圾 50 万吨，处理后建筑垃圾生产成再生骨料、再生

条件。新能源基地建设项目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

活性微粉、公路用无机料、干混砂浆、高性能混凝土、

伏示范基地一期 100 万千瓦项目已成功并网。全市风力

混凝土制品、陶粒、园林土等产品。总投资 0.689 亿元的

发电总装机 165 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总计 155 万千瓦，

污泥处置项目于 2017 年 1月静态调试，3 月投入运行，运

分别占到山西省的 23%（724 万千瓦）和 53%（292 万千

行后可日处理污泥 200 立方米。

瓦）。总投资 258 亿的同煤中海油 40 亿立方米煤制气项

2.3 引导产业错位发展

目、晋北物流园区、大同通用航空制造产业园、装配式

大同市三次产业比例已由 5.3 ：50.7 ：44 调整

绿色建筑集成产业基地、大同熊猫电站等一批优势产业

为 5.8 ：36.5 ：57.7（2016 年数据）。在工业结构优化方

项目强力推进，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互补充，互相促

面，非煤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50.9%，同比增

进，形成煤与非煤产业同时做强、产业结构可持续化的

加 13.6%；煤炭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49.1%，

良性循环。

同比减少 13.6% 。在打造优质产业链方面，大同市以文

以上是“大同蓝”形成的背景要素，也是大同市坚

化旅游产业为龙头、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积极推进煤

持生态统领、环境先行和空气优先的结果。

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压

4 措施：强化八项管控措施，开展铁腕治污

减煤炭产能 2 976 万吨，坚持不懈地转变发展方式，实施
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工程、现代服务业发展工程、战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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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执行不是“棉花棒”，而是“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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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项目标的“硬碰硬”，是一条条举措的“实打

法、网格化执法和污染源在线监控综合执法手段强硬有

实”。近年来大同市切实强化控煤、治气、管车、抑

力。

尘、减排、治企、预警、取缔“土小”等八项管控措

（ 7 ）预警方面。 环保与气象部门联合建立重污染

施，不断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同时又从增绿和涵养

天气会商机制，运用气象预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双平

生态方面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台，积极开展多轮重污染天气会商，并依据会商结果

chinaXiv:201708.00240v1

4.1 强化八项管控措施

进行空气质量潜势分析，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

（ 1 ）控煤方面。 大同市全面淘汰 10 吨以下燃煤

2016 年不利气象条件下，先后出动环保执法人员 500 余

锅炉，加快 20 吨以上燃煤锅炉改造工程，近年来共取

人（次），全部下沉至街道社区和污染点源，实行夜

缔燃煤锅炉 3 000 台，减少燃煤量约 189 万吨，减排烟

查、突查、日查、巡查、督查“五查”措施。共检查企

尘 9 070 吨，二氧化硫 15 120 吨，氮氧化物 6 840 吨。

业 300 家（次），其中排查涉水企业 84 家；下达行政处

（2）治气方面。大同市公交车全部置换成为新能源

罚 699 万元，其中按日计罚 290 万元。

车和纯电动车，总投资达到 5.34 亿元。其中，天然气公

（ 8 ）取缔 “土小”方面。 深入开展全市 “铁腕

交车达到 620 辆，投资 2.85 亿；混合动力公交车 184 辆，

治污行动”，取缔“土小”企业 77 家，其中，小洗

投资 1.20 亿元；纯电动车 150 辆，投资 1.29 亿元。

煤 43 家，碘石窑 34 座。

（3）管车方面。环保、公安、商务、财政、交通五
部门联合推进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工作。近两年共淘汰
黄标车及老旧车 30 182 辆，其中黄标车 14 497 辆，老旧
车 15 685 辆。

以上八项管控措施是“大同蓝”形成的基础的基
础，也初步实现了大同的生态发展理念。
4.2 提高增绿和涵养生态成效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就是幸

（4）抑尘方面。启动全市铁腕治污“绿网行动”，

福”， 2016 年，大同古城墙合拢、护城河全线贯通。其

要求建筑工地施工区域内裸露土方全部用绿网覆盖，

中，护城河总长 9 千米，主河道宽 20 米，如一条环古城

全面整治建筑工地扬尘，彻底解决工地扬尘问题。共

的玉带重现了明代城墙的历史风貌，极大地涵养了古城

检查工地 61 个，下达整改通知书 45 份，排查整改隐

生态。北城墙带状公园新增绿化面积 17.97 万平方米，西

患 181 条。

城墙带状公园新增绿化面积 22.2 万平方米，如环城而建

（ 5 ）减排方面。 实施山西漳电大唐塔山发电有限

的绿色屏障，使古城空气得到生态净化。大同市 2016 年

公司等 5 家电力企业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提标改造减排

累计完成园林绿化工程量 5.3 亿元，建成区新增绿化面

工程，减排二氧化硫 17 140 吨，氮氧化物 7 100 吨；实

积 116.78 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

施广灵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 3 家水泥企业脱硝工程，

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40.96%、36.84% 和 15.27 平方

减排氮氧化物 810 吨；实施县区集中供热替代燃煤锅炉

米，同比分别提高了 0.87%、0.88% 和 0.48 平方米/人，增

工程，减排二氧化硫 136 吨，氮氧化物 34 吨，替代原

绿与涵养生态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煤 8 550 吨；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减排工程，减排二氧化

5 抓手：污染物总量减排、多污染物协同

硫 531 吨，氮氧化物 116 吨。
（6）治企方面。对全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现场端
自动监控设备安装率、验收率、比对考核率均达 100%。
52 家污染源国控企业均建立纸质和电子档案，无人机执

控制

合理确定区域环境质量目标，根据环境质量目标核
算相应的环境容量确立大气污染物的综合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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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过污染物总量减排，倒逼企业使用清洁能

面源污染非常严重。市委、市政府以政府补助、专项

源。 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并积极参与排污权交易市场交

资金支持和相关县区配套的方式，每年冬季向古城内平

易。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实行在线监测、清洁生产审

房居民每户免费发放 1 吨环保型煤，并允许其优惠（成

核等手段实现全市的总量控制。

本价）购买 2 吨环保型煤。仅 2015 — 2016 年 2 年间，

（2）充分发挥市区与各区（县）联网机制。基于区

大同市用于环保型煤补助的资金达到 2 000 万元。在古

域的联合防控将产生环境治理的正外部性有助于以较低

城复兴过程中这项惠民政策进一步扩大至城中村和城

成本来实现污染控制目标。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环境监

乡结合部，有 22 000 户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平房居民

测体系展开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多种污染

从中受益。据统计，大同市古城内平房居民已由原来

物的协同控制。

的 40 000 户减少至 1 000 户，减排二氧化硫 1 250 吨，氮

（3）加强对燃煤电厂、水泥厂脱硫、脱硝、除尘设

氧化物 282 吨，烟尘 1 870 吨。大同市城中村和城乡结合

施的建设和管理。 市区 7 个火电厂共计 717 万千瓦机组

部 22 000 户平房居民使用环保型煤减排二氧化硫 246 吨，

达到新的国家排放标准；国电大同发电公司、漳泽电力

氮氧化物 80 吨，烟尘 527 吨。此外，为了有效改善用能

集团同煤塔山电厂、同煤集团同达热电公司、大唐国际

结构和人居环境，大同市还在阳高县大泉山等村、浑源

云冈热电公司的全部或部分机组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

县荆庄等村，开展共计 2 050 户的“煤改电”采暖电气

水泥行业全部完成了脱硝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粉尘防治设

化试点工程，项目完成后预计可年节约 0.64 万吨标煤，

施的提标改造工程。按照《大同市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约折 0.91 万吨原煤，年减排二氧化硫 145.6 吨、氮氧化

物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12 家制药、表面喷涂、有机

物 26.7 吨、烟尘 218.4 吨。

化工等重点单位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综合治理全面开展。

7 保障：传导压力担当尽责，落实环保主体

大同市 30 家重点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有 29 家
实施了清洁生产审核中给出的 59 项中高费方案，实施
率 93.2%，超额完成省目标任务。

6 路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推广使用环保

型煤

责任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把生态文明
制度的“四梁八柱”夯实，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和
法治化。大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工作，着力构
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权责一致、齐抓共管的工作机

大同市委、市政府为改善空气质量专门划定 89 平

制。成立了大同市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大同

方公里禁燃区，区内严禁使用原煤，推广清洁能源。为

市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试行）》《大同市环境保护

此多年来拆除燃煤锅炉 3 000 余台，发展热电联产集中

督察实施方案》《大同市环境保护大检查实施方案》

供热 5 780 万平方米，集中供热覆盖率达到 99.7% 。发

《大同市水环境整改方案》，明确由市委书记、市长任

展天然气用户 68.4 万户，覆盖率 98.7% 。新建建筑中大

全市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对环保工作亲自抓；

力推广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应有比例达到 81% 。万

市委秘书长、分管公安和分管环保的副市长为领导小组

元 GDP 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3.2%。

副组长，对环保工作具体抓；市环保局局长为办公室主

大同市在大力推进古城复兴的同时，着力解决古城

任负责工作协调；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

平房户燃煤污染。古城内原有平房居民 40 000 户，年产

分别履行环保工作职责；各级党委、政府严格履行环境

生二氧化硫 1 280 吨，氮氧化物 290 吨，烟尘 1 920 吨，

保护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主动抓好落实，强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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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主体责任，各县区、各部门对环保工作给予高度重
视，从而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这是
“大同蓝”形成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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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强化环境保护和绿色考核制度建设

均达到 100%。

8.2 推动公众参与机制

大同市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目标，广泛开展
公众参与和环保宣传活动。在《大同日报》开辟“环保

建立和完善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为核心目标的绿

大检查”“蓝天行动”等专栏，及时发布环保工作最新

色 GDP 考核制度，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不要污

消息。大同电视台对“创模”主题宣传活动进行报道，

染环境破坏生态的 GDP，努力创造绿水青山可持续发展

市内各大电子屏、宾馆、饭店、商店等门前小电子屏滚

的 GDP、老百姓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和幸福感的 GDP，坚

动播出环保口号标语，提高社会各界环保意识。全市

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发动群众，强化监督，打一场

开展生态文明“十进”活动，印发《生态文明手册》，

环境保护的攻坚战，努力开创碧水蓝天新大同。

向农村、学校、社区、机关等免费发放；进学校 50 人

7.2 建立全市污染防治的联防联控机制

（次）、进企业 82 人（次）、进社区 98 人（次）、进

坚持属地管理与区域联合相结合原则。建立环境保

商店 115 人（次）、进机关 63 人（次）、进农村 628 人

护工作中的协同治污、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三大机制，

（次）；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建蓝天碧水”的

提高区域联控实效。对各区（县）污染防治工作的监

“环保小卫士”活动；积极开展绿色创建活动，创建绿

测、监管、评估制定统一规则。针对重点企业和行业进

色家庭 20 个、绿色企业 13 家、绿色宾馆 15 个以及市级

行重点监控。目前，全市所有区（县）大气污染联防联

生态乡镇 3 个、市级生态村 25 个。

控网基本形成，摆脱以往“单打独斗”的模式，寻求全

9 途径：加快推动生态转型，培育发展环保

市各主体的联防联控。

8 基础：万众一心、公众参与

产业

“大同蓝”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大同市作为资源型

“大同蓝”是大同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共同守护的

城市践行绿色发展，大力实施生态转型、锲而不舍、久

绿色成果。大同市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监督污染问题，通

久为功的转型历程，体现的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大同

过媒体曝光、定期通报、畅通举报渠道等方式提高公众

市委、市政府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针对如何守护“大

环保参与度。

同蓝”成果，提升“大同蓝”品牌价值，把培育发展环

8.1 建立区域环境监管机制

保产业和控制燃煤污染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大力推广洁

注重信息的公开化，确保公开的信息准确和统一；

净煤、煤改气、煤改电等有益尝试，达到“一石二鸟”

并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包括相关执法的规章制度和管

的效果，打破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瓶颈”，推动从根

理措施，形成一致的执法标准和尺度。大气污染防治领

本上解决燃煤污染问题。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

导组办公室定期公布燃煤锅炉处罚名单，通报秸秆焚烧

推进铁腕治污，深化综合整治，横向构筑产业群，纵向

火点情况、环境违法企业整治处罚等，接受社会监督。

拉长产业链，发展多元化中高端现代产业体系，营造山

大同市出台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办法，设立 500 万元的

清水秀的生态环境。2017 年，大同市将把“生态转型”

污染举报奖励，实现 12345 政府热线、 12369 环保热线

这个城市发展课题继续做深做细，推动转型升级，培育

和 12369 环保微信“三平台”无缝对接，每年受理处办

环保产业，加快可持续发展。

环境信访 2 000 余件，件件有落实，案件办结率和回访率

（ 1 ）培育战略性新产业。 加强与中星微、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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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ze is a prominent problem in China’s air pollution, yet also the common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demand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s the
important national coal industrial base, the forefront of Shanxi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ypical resource-based city, Datong has
set a well-known brand named “Datong Blue” in the count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Datong Blue”
from nine aspects: concept, support, core, measure, grasping, path, guarantee, foundation, and way, hoping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gree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 and simila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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