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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太原概况



太原基本情况
古称晋阳，简称并，别称龙城

山西省省会

三山环抱、一水中分

下辖6区3县1市

105
个县乡镇

市域面积

6988
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

330
平方公里

2018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

442.14万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气温9.8℃

被誉为清凉太原、避暑城市

太原气候宜人



双塔寺，白云寺、文庙

名胜古迹众多，
现有包括38处国保单位在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540处

太原文物历史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太原产业基础

• 太原矿产资源蕴藏丰富，主要有煤、铁、镁、铝、石膏等，是国家老

工业基地。

•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和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在转型发展、

生态环境、创新动力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煤化工 冶金 矿业 电力 军工



PART 02

可持续发展的“太原实践”



2018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太原市以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为主题

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出台可持续发展规划及建设方案
围绕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台《太原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年）》《太原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年）》。《规划》明确了太原市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
措施，设立了由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善等4个方面42项指标构成的太原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涉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11项



围绕《规划》明确的任务，《太原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
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年）》提出开展两大行动，

涉及52项水生态恢复和大气质量改善工程项目

一湖一水九河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工程

……

煤改气、煤改电供热工程

分散燃煤采暖锅炉清洁能源替代

……

水资源节约及
水环境重构

生产生活用能
方式绿色改造



• 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 2019年前三季度

全市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7.2%

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荣获 称号



形成上下协调、部门联动、
合力推进示范区建设的工作局面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合力推进示范区建设

成立以市委书记任组长，市长任第一副组长的示范区

建设领导小组。市委书记将示范区建设作为亲自抓的

重大改革事项之一，督促指导，组织推进；示范区建

设工作纳入对县（市、区）、各有关部门的年度考核

指标体系，举全市之力推进示范区建设。

成立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

借助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部际联席会议平台，争取国

家部委支持，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定向支

持“太原市高效节水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关键技术与示

范”项目；省科技厅出台《关于支持太原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措施》（晋科社发〔2018〕

75号），12条政策支持示范区建设，专项支持我市可持

续发展。

争取国家，省支持



＊出台相关文件，连续两年，每年拿出20亿元支持科技创新和人才建设

强化科技支撑引领，破解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



2018年，全市科技型中

小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00%，实现井喷式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数增长

54%，是国家开始认定

高企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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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太原国家可持续发展

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重大

专项，开展水污染、大气

污染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

和工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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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热电厂智能化适应性供热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

通过热电解耦和智能化调度热电输出比例，提高热

电机组供热能力

燃气热电厂适应性供热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

通过研究基于减温减压器和汽轮机低压缸灵活

性切缸供热技术，开展燃气热电厂适应性供热
的示范工程建设

增加供热面积

500万平方米

大大减少SO2、

CO2、氮氧化物、

烟尘排放量

增加供热面积

400万平方米

大大减少SO2、

氮氧化物、灰渣

排放量



农村生活污（粪）水再生净水

技术示范

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支持清徐县在乡村学

校、卫生院开展农村生活污（粪

）水再生净水技术示范，通过采

用先进的物化法三阶段处理技术

，实现污水全量99.8%净水转化

，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II类

标准，实现乡村粪污无害化资源

化综合治理。



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治理河道

近70公里

建设快速路

近140公里

新建雨水管线

145公里

铺设污水管线

约110公里

实施专项行动，
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按照习总书记“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
美起来”的指示，实施九河治理、汾河太原城区段治理
美化三期以及晋阳湖综合治理等三大类14项工程。

以实施雨污分流、黑臭水体整治为切入点，在南沙河治
理经验基础上，重点推进“八河”治理，在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和水系污染治理的同时，将城市更新、产业发展、
民生改善等工作统筹推进

水污染治理方面



实施专项行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汾河三期工程的实施，新增水面面积

约380万平方米，绿地面积约175万平

方米，与一、二期形成了全长近33公

里的绿色长廊，对防洪排涝、净化空

气、消除水体污染、调节气温、增加

空 气 湿 度 等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



实施专项行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曾经为太原一电厂冷却用水而修建的人工湖——晋阳湖，如今华丽转身为华

北地区最大的水域公园，景区湖水清澈碧波荡漾，岸上绿植芳草茵茵，实景

演出如梦如幻，成为太原市的“城市会客厅”和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实施专项行动，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坚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优先原则，持续开展“减

煤、治企、控车、抑尘”。深入推进散煤污染治

理，20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实现基本清零。持续推

进企业提标改造，焦化行业比国家要求提前一年

执行特别排放标准，太钢在全省率先完成焦化超

低排放试点改造。

太钢建成全国首个不锈钢防尘大棚



实施专项行动，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一次性将8200多辆出租车全部更换为电动车，成为世界上首个

出租车纯电动化城市。首批投入运行400辆纯电动公交车，计

划明年将全市公交车全部更换为纯电动公交车。在全国率先发

布城市公共自行车运营服务规范、管理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全

市4万余辆公共自行车每日租还量在全国位居前列。



实施专项行动，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坚持科技监控和强化监管相结合，推进扬尘综合

整治。2019年7月，我市降尘量同比下降

52.3%，降幅居“2+26”城市之首，8月，降

尘量同比下降55.3%，创历史新低，9月，降尘

量同比减少73%，在“2+26”城市中降幅最高



哥本哈根：
首届“全球绿色目标伙伴2030峰会”

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分享可持续发展“太原故事”

太原故事

凝练总结“资源型地区生
态修复西山模式”和“绿
色交通体系发展模式”

波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
方会议“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
设及实践探索”主题边会

柬埔寨：
“东盟—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
续发展目标本地化与消除贫困”会议



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举办“2018年中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城市能源低碳与可持续发展’分论

坛”，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PART 03

可持续发展的“太原经验”





契机
2018年2月13日，国务院正

式批复同意太原市建设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太原西山模式
资源型地区生态修复治理

积极探索、创新实践
探索“以绿换地、以地获
利、靠利养绿”的生态建

设可持续发展方式

“太原经验”介绍——以西山为例



从北到南分布有汾
河二库、崛围山、
蒙山、龙山、太山、
晋祠、天龙山等景区

9条沟壑水系汇入汾
河，历史上森林覆盖
率高达90%

山水资源丰富

西山基本情况

区域面积483平方公里



50余处国家、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山西历史文脉的晋祠、代表中国石窟艺术
瑰宝的龙山石窟闻名遐迩

文化遗存众多

静因寺多福寺 龙山石窟晋祠



500平方公里区域内集聚了
近2000家各类采矿企业

采煤沉陷区约110平方公里

山体破坏面约1000多处
总面积约9平方公里

工业、生活和建筑垃圾乱
倾乱倒，固废产生量占市
区60%

年废水排放量400多万吨，
太原两大名泉“兰泉”
“晋泉”断流

由于资源开采过度，20世纪

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西山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西山地区煤、铁、石膏等矿

藏资源丰富



鉴于西山生态破坏严重、治理难度大、投入高、周期长，太原市确定了市

场化生态治理思路，出台了生态修复激励政策，得到了国有、民营企业的

积极响应

目前，16家企业先后与市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建设16个城郊森

林公园，涉及面积137平方公里。其中，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园有5个

，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园有11个。截至2018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11

亿元（政府投资36亿元，企业投资75亿元）



• 先后关停、搬迁、淘汰污染企业30余家

• 清理煤堆、垃圾、煤矸石约700万吨

• 造林绿化近8万亩

• 栽植乔灌藤草1520余万株（丛）

• 治理破坏面550万平方米

• 新建蓄水池、景观湖91万立方米

• 新增水面面积33万平方米

• “喷灌现彩虹，高山出平湖”

西山可持续发展主要成效
建设前 建设后

城郊森林公园建设前后对比

钢
盛

长
风

玉
泉
山

生态环境持续修复，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实施引水上山工程，覆盖面积约90平
方公里。新建绿化供水管网184公里
，建成沿西环高速约60公里的天然气
高压管网。正在建设一批通讯基站

绿化用水、天燃气管网、通讯基站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环境承载能力有效提升

西山可持续发展主要成效

•贯通西山南北全长136公里的旅
游公路（主线66公里，10条城市
连接线70公里）
•382公里的园区道路

旅游防火公路、园区道路建设



解决3400平方

米建筑供热、

制冷及生活热

水供应

国信公园管理中心

分布式能源站项目

解决10万平

方米建筑的供

热及生活热水

供应

玉泉山公园玉泉山

居新能源供热项目

累计安全发电

220余万度，

供水泵站实现

绿色供电

北区供水泵站新能

源微电网示范项目

2017年4月，省发改委批复同意西山生态产业区开展分布式能源站、智

能微电网和智能微热网的商业应用和交易试点。

2017年，西山生态产业区被列入国家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名单

绿色能源加快发展



玉泉山公园

玉泉山公园自2014年开始
每年举办以赏樱花为主题
的“春之约”活动，赏花
期年平均接待游客达60万
人次。

奥申体育公园

粉煤灰池上建成的奥申公
园，作为足球比赛场地承
办二青会体育项目。

国际自行车赛道

钢盛公园修建的8.3公里
国家级登山健身步道、5公
里山地自行车赛道，承办一
青会（决赛）、二青会山地
自行车比赛项目。

社会效益逐步提升，建设成果人人共享

西山公园逐步成为太原市百姓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西山可持续发展主要做法

西山生态修复模式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司承载、园区打造”

1、政府主导

成立了西山地区综合整治专门机构，一名市级

领导牵头，协调各方，有序推进，确保西山生

态修复治理可持续；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城市

空间利用规划、生态控制与保护规划及景观规

划，统筹区域发展；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实施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

市级领导牵头

协调推进



2、市场运作

出台六项生态修复政策，核心是企业投资完

成修复面积80%，可通过公开方式取得不

高于20%的建设用地，用于公园配套设施

建设和适度开发。运用市场机制，将西山山

水资源资本化、市场化、要素化，在生态破

坏较严重的地区规划22个城郊森林公园，

总面积173平方公里



3、公司承载

生态治理市场化推进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企业

的积极性。16家企业投资建设面积137平方

公里。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管护的

原则，已有7家企业通过西山生态修复取得

200余公顷建设用地，公园建设已处于投资

回报期



4、园区打造

一个园区一个特色，一个公园一个主题，主题定位明确，景观各有特色，在西山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形

成“一企一园、一园一题”的产业发展模式

玉泉山森林公园：

重点打造樱花谷等文旅项目

钢盛森林公园：重点打造山地自行车、

航空飞行 等项目



以地换绿的“
二八政策”

本着先绿化后开发的原则，建设城郊森林公园的企业将不低于80%的

土地用于生态建设，其余20%的土地用于公园配套设施建设和适度开

发。绿化投资标准原则上不低于3.5万元/亩

绿化考核
政策

由政府、建设单位、绿化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测绘单位组成的五方考

核小组对进苗、挖坑、造林等全过程进行跟踪考核，利用信息技术为每

一棵树建立电子户籍，为“二八政策”提供准确数据

制定了六大政策，加速推进生态修复，具体如下：

西山可持续发展主要政策

1

2



林地林木
认养政策

企业对区域内国有林地林木实施认养，认养期70年，享有林地和

已有林木的使用权，对新栽林木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并负责林

地林木的管护

集体土地
流转政策

企业对区域内绿化的农村集体土地进行流转，享有使用权，流转期50年。

配套设施及适度开发土地先征后转，对完成年度绿化任务、投资力度大、

速度快、质量好的企业，优先供给建设用地指标

西山可持续发展主要政策

3

4



绿化补助
资金政策

将土地收益的60%作为前期绿化成本补助费用补助公园建设单位，

同时对公园建设项目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予以减免

市政设施
配套政策

市政府投资建设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到各公园边界，公园建设单位负责

园区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西山可持续发展主要政策

5

6



“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

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习总书记指出

2019年4月28日举行的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



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已持续开展10余年，已由绿化为主转入绿化与产业项目发展并

重的新阶段

2017年，山西省政府批复同意设立太原西山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区，2019年8月，组建

太原西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管委会，配置编制50名

太原西山正在积极招商引资，培育和发展以生态文化旅游和新能源微电网等产业为主

导，以郊野乡村旅游、休闲度假、生态养老、科技研发、医药卫生、体育、农业、新

能源应用等为特色产业的宜游、宜商、宜养、宜居的发展格局



PART 04

未来展望



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绿色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主旋律

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出发点，以破解关键瓶

颈问题为着力点

开展资源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创性探索

未来展望



共建共享
幸福之城

太原

现代都市化经济体系

幸福安康社会体系

生态优先管理体系

区域创新体系

宜居宜业城市体系

美丽绿色
生态之城

充满活力
创新之城

人文和谐
宜居之城

清洁高效
低碳之城



真正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为世界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为建设一个绿色而可持续发展的美好世界

贡献自己的力量!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