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两山”理论
推进绿色发展

丽水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 翁伟荣



二、丽水要发展什么样的工业？

四、如何向可再生能源领域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三、如何用最少的能源消费支撑经济的跨越发展？

一、丽水要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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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路篇】



发展之路

 习总书记曾八次深入丽水调研，并对丽水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
的谆谆嘱托。



发展之路

 丽水把践行“两山”
重要思想作为第一担当。

 着力打造全国生态保
护和生态经济发展“双示
范区”。

 走出了一条“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
展之路。



发展之路

 丽水把践行“两山”重
要思想作为第一担当，着力
打造全国生态保护和生态经
济发展“双示范区”，走出

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绿色发展之路。

 丽水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连续14年全省第一，生态环
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连续10年
全省第一、全国领先。空气
质量全国第七；市区PM2.5
平均浓度全省第二；平均优
良天数全省第一。



发展之路

上半年 增长率 增幅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1% 全省第三

规上工业增加值 10.6% 全省第二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8% 全省第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1% 全省第二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1% 全省第一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 全省第二



【工业发展篇】



工业发展

 丽水要发展绿色生态、无
污染的工业，要发展蓝天
白云之下，绿水青山之上
的工业。

 要坚持生态工业是第一经
济的定位不动摇，坚定抓
生态工业的信心不动摇。

 工业不等于污染，工业不是绿水青山的敌人，工业是
可以跟绿色相生相伴的。



工业发展

 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方
向，坚持提质扩量并举、转型成型并进方针。

 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千
亿产业、百亿园区、十亿企
业”

 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先
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的发展之路。

 着力构建“绿色、循环、
低碳”的生态工业体系 。



工业发展

 2017年全市工业增加值461.8亿元，规上企业852家，
亿元以上企业266家，5亿元以上企业33家。

 初步形成金属制品、现代装备制造、时尚鞋服、节能
环保装备、汽车空调配件等产业，同时培育出龙泉汽摩配、
庆元竹木制品、云和木制玩具、龙泉青瓷宝剑等一批区域
特色鲜明的产业。

 并涌现了纳爱斯、元立集团、
艾莱依集团、青山钢铁等一批企
业。



工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31576”

 “3”——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生态能源及生物医药三大
千亿级产业，成为市域主导产业。力争到2021年三大产业产值达到
3000亿元。

 “1”——形成现代装备制造、金属制品等10个具有区域特色的百
亿产业集群形成产业支撑；五年累计引进亿元以上工业大项目100个。

 “5”——到2021年，全市产值超10亿元骨干龙头企业达50家，高
新技术企业达500家。

 “7”——到2021年，力争全市上市企业达70家，其中IPO企业10
家以上。

 “6”---到2021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600亿元。



工业发展

 一、抓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扎实推进重点抓好松阳茶叶加工和云和木制玩具传统制造业

改造提升省级试点和市级10个分行业改造提升工作。

 综合运用规划管控、标
准管控、智能管控、网格管
控措施，实施最顶格的生态
标准、推进最严格的生态治
理，推进“低散乱”企业整
治提升。

 全面推进小微园区建设，
实现“园区之外基本无工业、
园区之内基本无非生态工
业”。



工业发展

 二、抓智能化生态化改造。

 推进市本级智能制造、龙泉、缙云两化融合、庆元竹制品行业
“机器换人”、松阳不锈钢管行业“机器换人”等5个省级智能化改
造试点。



工业发展

 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力
度,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积极
推进汽车空调创新服务体等创
建工作。

 10个重点传统制造业主
营业务收入利税率达到9%以
上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
产值率达到35%以上

三、抓创新能力建设。



工业发展

四、抓新经济新动能培育。

 一是加快推进绿谷智慧小镇及绿谷信息产业园、大学生创
业园、丽水（杭州）海创园等“三园一镇”数字经济平台的建
设。



工业发展

 二是瞄准长三角、北上广深，盯紧主导产业、目标企业，
全力做好数字经济的招引工作。目前腾讯互联网+创新基地正
式启用，腾讯技术和优势产品全面赋能我市各行各业；与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

 三是坚持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加强与中国信息化百人
会的合作，每年出资2000万元，共同推进在丽水建立数字生态
经济研究院、建立数字生态产业创新基地、实施数字示范工程、
争创国家级数字生态经济示范区等方面合作。同时加快“两化”
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企业上云工作。



工业发展

 五、抓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培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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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落实市领导联系龙头骨
干企业等重点企业“四张名单”
制度。

 大力推进企业的梯度培育，
加快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打
造一批“隐形冠军”。

 提升一批创新成长型中小企
业，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能源消费篇】



能源消费

标煤0.35吨，低于全省

0.42吨标煤的平均水平，处于全

省前列。其中景宁、庆元两县万

元GDP能耗仅0.26吨标煤，已

经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017年丽水万元GDP能耗

全市GDP从362.29亿元增长

到1298.20亿元，增长258%。用

能总量从362.1万吨标煤增长到

448.73万吨标煤，仅增长23.9%

，单位GDP能耗下降39.3%，用

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长支撑了全市经

济发展。

2006到2017年



能源消费

 一、严格落实目标责任。

 建立责任体系和考核办法，每年分
解目标任务。每年对县政府进行评价考
核，结果作为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并
作为蓝天保卫战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
核的重要依据。

 出台《丽水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
明确未完成目标任务的追究问责方式，
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职责。



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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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3%

49%

第一次产业增
加值GDP占比

第二次产业增
加值GDP占比

第三次产业增
加值GDP占比

 八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40.7%，
增速同比下降3.4%，增速比规模以上工
业低9.1个百分点。

 通过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推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培育新的增长点，以增量优
化和存量调整推进结构节能。



能源消费

 扎实推进工业园区外企
业入园三年行动计划、腾笼
换鸟、“低散乱”和钢铁行
业整治等工作。

 2017年全市淘汰落后产
能涉及企业78家。

 全年腾出用能空间3.13
万吨标准煤。

42万吨

1.88亿
块标砖

9.5万吨

5000万米

2017年
全市

淘汰炼钢行
业落后产能

淘汰砖瓦窑

淘汰铸造行
业落后产能

淘汰印染行
业落后产能

三、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能源消费

 全面推行区域能评改革，
出台工业项目能评负面清单制
度，对负面清单内的项目按规
定开展节能评估审查，负面清
单外的项目实行承诺备案制。
严把项目准入关，严格控制高
耗能项目，严禁落后工艺和单
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于0.64吨
每万元的项目进入。

四、严格控制新增用能。



能源消耗

 在做好工业领域节能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进建设、交
通、公共机构的节能工作。

五、协同推进行业节能。

 建设部门从规划、设计、
施工等环节全面稳步推进绿
色建筑发展工作；
 交通运输部门制定不断
降低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
量能耗，加快淘汰老旧车辆。
 公共机构领域深化节能
改造，推进节能型示范单位
创建。



能源消费

 我市通过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限制涉煤项目审批，高污染
燃料“五炉”淘汰，热电联产行
业提升整治，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和减量控制，电能替代等一系列
措施，限制煤炭消费总量增长。

 2017年全市煤炭消费总量同
比2012年下降了5.58%。

六、严控煤炭消费总量。



【绿色能源篇】



绿色能源

 丽水市拥有发展绿色能源的良好资源禀赋。
水能资源十分丰富，
可供开发常规水电资
源327.8万千瓦，约占
全省可开发量40%，

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
的山峰3573座，可开发
和利用的风能储量200
万千瓦以上，约占全省
陆地可开发和利用的风
能储量50%。

全市结合农业、渔业发展
光伏发电，可开发装机容量
400万千瓦左右，是我省光

伏发电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80.79%，
林业采伐、加工剩余物等生物质
资源丰富，具备较大的生物质能
开发潜力。



绿色能源

 丽水绿色能源发展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引进
民间资本建设小水电后，得到快速发展。

 2006年被授为“中国水电第一市”。

一、合理开发水电资源。

“十三”五以
来以保护流域水生
态为前提，结合大
型水库、水利枢纽
建设，有序建设一
批水电站。



绿色能源

按照“扩大市场、形式
多样、技术进步、成本
降低”的原则，有序开
发农光互补、渔光互补
等集中式光伏电站。

二、加快推进光伏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

截至2017年底，全市
光伏发电累计并网254
兆瓦；建成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6183个，总装
机108兆瓦。



绿色能源

 依托丰富的山地风能资源，
加快全市风能资源的普查、评
估和实测工作，完善丽水市风
能资源数据库，搭建风能数据
共享和交换平台。

 合理规划大型风电场，统筹
协调风电送出电网布局，有序
推进风电场建设。

三、协调推进风电开发。



绿色能源

 扩大天然气利用范
围，积极推广天然气
及分布式能源应用。

四、加快实施天然气“县县通”工程。

 2017年底，完成
管道焊接131.222公
里，完成99.94%。



谢谢！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