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林荫工程
林荫道路： 金星大道、 潇湘大

道、咸嘉湖路、象嘴路、学士路；
林荫景观广场： 黄陂塘市民广

场、玉润市民广场；
林荫停车场：洋海塘、文正学院

等 5 个林荫停车场。
● 城乡绿道工程
在金星大道、潇湘大道、岳麓大

道、杜鹃路、观沙路以及美丽乡村道
路建设自行车道 40 公里、 步行道
45 公里、生态停车位 208 个、2 个户
外露营基地。

● 环城绿带生态圈工程
完成环城绿带生态圈（岳麓段）

二期 54.4 公顷建设任务，在全市率
先打造首个“结瓜”工程———岳麓农
趣谷郊野公园。

● 生态体系建设工程
建设 17 公里森林防火隔离带；

对桐木河、 玉赤河等水系进行水系
绿化综合治理。

● “千园之城”工程
城市公园： 金峰公园、 坦山公

园；
乡村公园：莲花曾家桥、学士学

华村；
小游园：紫苑公园、龙王港中心

公园、航天社区小游园、润泽园小游
园等 11 个。

● 增花添彩工程
增花添彩道路：岳麓大道、金星

大道；
特色花坛：金星大道特色花坛。
● 绿色共建共享工程
全区创建 6 个示范社区 ；3 个

绿色示范村庄 、20 个绿色示范庭
院 、5 个 花 园 式 单
位、建设 6 个全民义
务植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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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岳麓区
新三年造绿蓝图
核心数据：

● 到 2020 年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到 55%

● 新建各类公园（游园）25 个
● 建设城乡绿道 190 公里
● 新增城区绿地 100 公顷
● 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超过

12 平方米以上
● 城乡人均生态用地 （含湿

地、林地）超过 830 平方米
● 90%的街 （镇 ）、行政村 （社

区）完成绿色示范创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

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强调“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

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长沙市“新三年造绿大行动”吹响了岳麓区生态

文明建设的号角。 岳麓区按照省市统一部署，贯彻绿

色发展道路， 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齐头并进，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发展全过程，一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岳麓样本正雏形初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山水洲城 美丽岳麓

山水洲城的背景下，岳麓区
正呈现出“青山环城、碧水绕城、
绿树融城、繁花簇城”的绿色新
格局

“山水洲城，岳麓尽占”。 岳麓区是长沙
城市建设的“西引擎、西高地”，也是国家级
湖南湘江新区、 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大战略
平台的核心区、承载区、主战场。

近年来，岳麓区坚持贯彻“两山理论”
和绿色崛起理念，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区
委、区政府的重点工作，实施“绿色发展，生
态强区”重大发展战略，积极探索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内生关系， 形成具有示范推
广价值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打造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示
范。 如今，漫步岳麓区，既有“碧嶂屏开，秀
如琢珠”被誉为长沙“天然氧吧”的岳麓山
风景区、作为长沙“名片”的橘子洲景区，又
有风情万种、美不胜收的洋湖、梅溪湖、西
湖、后湖及巴溪洲水上公园，还有正在大手
笔建设的恒大童世界、湘江欢乐城、大王山
旅游度假区，更有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
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云集。 说岳麓区是长沙
的大公园、大花园、大校园，名副其实、当之
无愧。

正如区委书记周志凯说的：“岳麓区要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西引擎、西高地’，加
快发展‘六大主导产业’，就必须有一流的
环境品质。 ”造绿护绿将让岳麓区这座新城
变得更加秀美，“公园多，生态好，空气好”，
独具的生态环境，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大河西居家、休闲与购物。 数据显示：长
沙每 3 个购房者中就有 1 个选择岳麓区，
周末城市公园休闲场所中， 有超过一半的
市民选择大河西。

这一切，得益于岳麓绿色发展的力度、
深度和维度。

“绿色岳麓”力度：“造绿”就
是造福，三年之后又三年———践
行“两山”发展理念，绘就绿色发
展蓝图

造绿，不仅仅是简单的栽树，而是给广
大市民、子孙后代造福。 一片树林就是一片
生命，造绿就是添生，就是积德。

护绿+复绿，夯实生态岳麓基础。 造绿
行动启动以来， 岳麓区通过实施“规划控
绿、清脏播绿、择空补绿、见缝插绿、立体造
绿”等系列举措，绿化增量与提质并举，辖
区内莲花河、 八曲河等 6 条水系完成绿化
整治，洋湖湿地公园、梅岭公园、银杏公园、
西湖文化园、桃花岭山体公园、巴溪洲水上
公园、 八方山公园等 7 个综合性公园相继
建成开放，岳麓大道、雷锋大道、潇湘大道
等 24 条主次干道、长韶娄等 5 个出入城口

实现绿化提质……“春有花、夏有荫、秋有
色、冬有景”的绿色生态格局初步构建。

转型+蝶变，展示最美岳麓画卷。“绿色
是生命的象征，是城市的本底”。 在未来三
年，岳麓区将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扬“不干则已，干就要
出一流”的实干精神，围绕“绿色岳麓”总体
目标，构建城乡慢行、湿地生态、全域绿地、
森林屏障四大绿色体系，实施“千园之城”、
环城绿带生态圈、城乡绿道、林荫工程、生
态体系建设、增花添彩、绿色共建共享七大
重点工程， 推动实现岳麓区生态文明大建
设、大发展、大提升。 预计到 2020 年，全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55%， 新建各类公
园（游园）25 个，建设城乡绿道 190 公里，
新增城区绿地 100 公顷， 建成区人均公园
绿地超过 12 平方米以上，城乡人均生态用
地（含湿地、林地）超过 830 平方米，90%的
街（镇）、行政村（社区）完成绿色示范创建，
创建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 国家生态园
林城区。

造绿+提质，提升绿色岳麓品质。 今年
是新三年造绿的开局之年， 岳麓区按照市
部署要求，迅速启动金星大道、潇湘大道等
5 条林荫道路建设，金峰公园、坦山公园、紫
苑公园等 15 个城市公园（小游园）建设，在
全区范围内的街道（镇）、行政村（社区）开
展绿色示范创建。 道路成“绿环”，公园作
“绿肺”，街道结“绿网”，岳麓区做足“山”
“水”“融”三篇文章，推动城区主干道景观
整体提质改造、 重要节点的绿化品质提质
以及环城绿带生态圈建设， 用绿带连接区
内重点交通线，对接沿线山体、河流、湿地、
湖泊、公园，构成点上成景、线上成荫、面上
成林、环上成带的立体绿环，让绿色构筑起
一流城市的品质，实现向“品质之城、宜居
之城”的华丽转身。

大力推进拆墙透绿，开放绿地 9.4 万平
方米，增加绿量 9736 平方米，通过拆墙透
绿增绿，原来的机关大院，转眼成了一座座
漂亮的城市公园。拆除违章 320 万平方米，
改造社区 42 个，新建社区公园 14 个，创建
市级绿色示范集镇 2 个， 市级绿色示范村
庄 7 个，市级绿色示范社区 18 个，王府井、
中天栖溪里等林荫广场 12 个，市民“推窗
即见绿，出门便入园”。

以“城市文化与自然共生”为主题，重
点对金星大道进行“六位一体”综合提质改
造，通过立体式、现代化、整体化的规划设
计，让金星路从地下、地面、地上、主道、辅
道、两翼都绿起来，争创长沙市第一条优秀
示范道路。 乘着“新三年造绿大行动”的春
风， 遵循最大限度保护和利用自然山水资
源，突出植物之趣、农活之趣、乡俗之趣、康
养之趣， 岳麓农趣谷郊野公园率先长成长
沙三环绿带上的“第一瓜”。

“绿色岳麓”深度：让城市融
入自然，让自然涵养城市———推
动产业实现绿色增长，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靠山吃山，先要养山；靠水吃水，定要
护水。 ”近年来，岳麓区从大气污染、土壤环
境治理、水系水源等方面着手，全面打响生
态保卫战。

“大退出”：近年来，岳麓区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大力实施“退二进三”的产业转型
战略：47 家传统工业企业退出，21 家水泥、
化工企业被关闭，大力推动畜禽养殖退出，
重点引进现代服务业， 取而代之的是大王
山片区、梅溪湖片区、滨江片区等生态功能
区的迅速崛起。

“大修复”：岳麓区先后关停非煤矿山
企业 38 家，规范整顿 7 家，全方位拓展绿
化空间，加强对岳麓山、大王山、谷山、桃花
岭、 坪塘绿心保护区等山地生态系统的保
护与修复。 如今，这里的春天，到处是绿的
海洋、花的世界。

“大治理”：岳麓区持续开展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开展两轮环保“三年行动”，
不折不扣地完成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重
点工程”工作任务，启动并实施靳江河、龙
王港、 白泉河综合整治工程和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工程， 进行后湖、 学士片区内的渠
（河）道生态修复；国土资源局分局与农林
畜牧局联合，落实中央、省、市耕地土壤治
理工作，建立涉及 5 个街道、镇的重金属污
染耕地信息库，将污染土地的位置、坐标和
特征导入土地利用现状图，建立数据台账，
确保农产品食品安全。

在梅溪湖散步，偷得浮生半日闲；到洋
湖湿地观赏荷花， 独享一份难得的安静恬
适……岳麓区， 已成为展示百姓幸福生活
的画卷。

“绿色岳麓”维度：画好“山
水画”，打造“绿富美”———生态
与发展相得益彰，改革与创新协
调并进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
在推进绿色发展中尝到甜头的岳麓区，决
心把生态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做好“山、
水、洲、城”文章，推动实现绿色崛起、绿色
富区、绿色惠民。

向生态要动力，提升山水含金量。“守
护一座城的绿水青山， 惠泽一城人的幸福
明天。 ”岳麓区结合城管品质工程、社区提
质提档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工程，加强社
区、公园、广场、道路等区域绿地建设，建成
一批精品造绿工程，加强乡村小游园、进村
道路和环村林带建设，推进乡村绿化美化，
全面推动全区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 截至
目前，全区拥有森林面积 4795 公顷，森林
覆盖率 52%， 被市民形象地称为长沙城区
的“肺”。

向改革要活力，累积发展新优势。 岳麓
区以“造绿利产、造绿利业、造绿为民、造绿
惠民”为着力点，依托人民群众，将造绿复
绿与美丽乡村建设、 土地流转改革结合起
来，帮助农民增收致富，让人民群众享受更
多“生态红利”“绿色福利”。 同时，发挥乡村
造绿主力军作用，深入推进“美丽庭院”创
建等系列活动，传播生态绿色理念，为发展
现代农业产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础
保证。 目前，全区共清理流转项目 219 个，
涉及面积 4.4 万亩，全区共建设“美丽庭院”
260 个，新增民间造绿面积 60 余亩。

向产业要恒力，闯出一片新天地。 什么
样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 决定了什么样
的生态环境。 截至目前， 通过完善教育配
套、提升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的“组合
拳”， 岳麓区吸引了湘江财富金融中心、广
发、 浦发等 10 余家金融机构总部落地，引
进了宜家家居广场、渔人码头、湘江玖号、
绿地湖湘中心等商贸项目建设， 实现健康
养老业扩容增量。 同时，以更高的定位谋划
都市农业发展，将莲花、雨敞坪镇整体打造
成体系完备、特色鲜明的“中部现代农业公
园”和“中部绿色有机农业园”。

在岳麓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汇心目中，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岳麓区最宝贵的财富、
最大的后发优势。“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
山银山的发展，才是百姓最需要的发展，才
是百姓稳稳的幸福。 ”

农趣谷郊野公园 李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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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大道 谢望东 摄

莲花桐木河 周水生 摄

潇湘大道 周水生 摄

岳麓大道绿化带 周水生 摄

西湖文化园 谢望东 摄

莲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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