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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中國，世界矚目。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全

面回應了億萬中國人的幸福期待，這份透民生情懷的報
告，為13億人民的全面小康繪就了經濟、政治、文化、社
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 「路線圖」 。從首都北京傳
來的各種聲音，讓世界聽到了中國強有力的心跳，而各地

人大代表、地方決策者們更是通過此次盛會，向世人展示
中國每一步扎扎實實的成長與前行。

「要讓國人更加安康、更加快樂地生活」 。──這是
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在與中外媒體的首次見面會上向世界傳
遞出的重要信息。而這，也是十八大代表、福建省委常

委、廈門市委書記于偉國一直期盼並努力實踐的願望，
而這個願望已在一方美麗的土地生根發芽、盎然成長。12
月3日，中央文明辦公布，2012年全國127個城市文明程
度指數測評結果，廈門城市文明程度指數再次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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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 「努力建設
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十八大報
告中鏗鏘有力的莊嚴宣示，在會場內外引起了熱議，
成為媒體輿論的焦點。生態文明地位的 「升格」，體
現了我國對生態文明建設更加重視，對生態發展規律
的認識更加深刻，也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民意的呼
喚，更為廈門的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今年，廈門市委、市政府更是提出到 2013 年底在
全省率先建成國家級生態市的戰略目標。廈門的決策
層，把提升新時期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支點，堅定
地指向良好的生態環境。福建省委常委、廈門市委書
記于偉國曾多次要求相關部門一定要以對歷史、對人
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大力加強環境和生態文明建設，
把廈門建設成為經濟繁榮、環境優美、生態良好的美
好家園，讓人民群眾更加滿意。

生態文明，引領城市發展
廈門是一座海灣型城市，城在海上，海在城中，

有秀麗的自然景觀，為了保護這一方藍天碧水，廈
門市委、市政府較早樹立了綠色發展、生態立市的理
念。1994 年，廈門獲得地方立法權後首先制定的就是
環保條例，後又明確提出 「生態立市」的重大戰略，
陸續出台近20部規章。2008年，研究制定我國首部城

市生態文明指標體系，
對如何在一個地區

建 設 生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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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逐步建立起節約資源和保
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
式，推動了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建設。

走在海灣大道上，遠處是碧海、藍天，近處是綠
苑、沙灘，空氣是甜的，心情是快樂的。漫步大道
邊，滿目蘢，大樹進城，小柳入道，方進園，細
數遠山近巒絲竹語，風舞碧濤；綠樹鮮花香滿路，喜
意盎然。走近小區深處更知大雅，綠化、亮化、美
化、花化，生態新城區的優美環境讓人舒心。精心、
精益、精緻、精品，廈門優良的城市規劃和建設讓人
矚目，生態環境排名躋身全國四強。

廈門是全國最早起步也是福建省第一個完成生態
市建設規劃的城市，在數十年的城市規劃與建設中，
廈門的決策者們始終強調加強環保，及時治理，恢復
生態。上世紀末以來，實施 「藍天、碧水、綠色、寧
靜、潔淨」環保工程，開展篔簹湖、西海域和環東海
域綜合整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將其作為全球示範工
程；十多年來，廈門對一條白海豚疼愛有加，不僅為
牠的生存專門闢出了保護區，甚至為牠而更改了海底

電纜的走向；歷時多年的環東海域整治，讓昔日污泥
淺灘變為碧波盪漾海濱風光；在國內最大的人造沙灘
觀音山黃金沙灘上，有陽光碧海、沙灘綠樹交相輝
映，美景如畫；一片紅樹林，一塊濕地，廈門悉心呵
護；對海洋生態的關照與修復，才讓廈門擁有今天的
碧水藍天。生態文明，正引領廈門城市的新發展。

減排治污，讓幸福更加健康
2011年，廈門的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達到99.5%，

有人把這一成就歸功於廈門強力的減排治污舉措。廈
門地域小、資源缺乏，卻始終把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
展理念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在 「十二五」開
局之年，廈門在主要污染物減排戰役中，又交出了一
份漂亮的 「成績單」。福建省減排工作聯席會議辦公
室近期通報廈門 2011 年減排核定數據，廈門四項主要
污染物減排工作考核評分90.31分，名列全省第一。

廈門是全國首批低碳試點城市，污水處理實現
「零排放」，同時配以基礎綠化工程，達到低碳要

求。陽光下的 BRT，宛如一條藍色的巨龍，蜿蜒在城

市半空。據統計，目前在廈門，常規公交、BRT和農
村客運線等公共交通方式的出行比例高達31%，大大高
出國內平均水平。

廈門還建立起了汽車的 「體檢醫院」──廈門市
機動車排氣檢測中心，中心的四條檢測線在 「機動車
尾氣圍剿戰」在全省率先實施 「工況法」，全面系統
地檢測機動車尾氣。

重金屬污染，是廈門工業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重要
一役。今年 9 月，《廈門市電鍍行業污染綜合整治方
案》的印發，標誌廈門市電鍍行業污染綜合整治工
作正式啟動，將有計劃、分步驟地對涉重金屬行業進
行全面整改。

清潔生產，也是廈門推進工業污染防治的一個關
鍵詞。廈門把清潔生產作為推行環保優化經濟發展的
重要途徑，實現節能減排目標的重要保障，控制環境
污染、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手段，力求從生產全
過程控制污染，達到 「節能、降耗、減污、增效」的
目的。根據創建國家環保模範城市及生態城市的要
求，廈門市對列入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計劃的企業逐
家落實，截至目前，已有170家企業完成強制性清潔生
產審核工作，其中168家企業完成評估工作。

三十多年躬耕不輟，三十多年的建設使廈門成為
了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建成區面積擴展了
近19倍、人口增長了近10倍，而廈門水中的化學需氧
量濃度卻基本不變，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濃度則下降了
一半以上。海上、陸地、空中，這是一個綠色常駐、
鳥語花香的生態城市。在這裡，每個季節，我們都能
擁抱一個充滿活力的綠色廈門。 「因為廈門的美，市
民才更愛廈門。希望這份自然的美、生態的美能夠持
續保持下去，讓這份生態的美化成生活的美、心情的
美。」省委常委、市委書記于偉國如是說。

▼▼城在海中城在海中 海在城中海在城中

▼廈鼓風光▼廈鼓風光

廈門環島路廈門環島路

◀◀ 帆 船帆 船
帆 板 比帆 板 比
賽 在 廈賽 在 廈
舉行舉行

▲幸福廈門▲幸福廈門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財記辣蟹

現特通告：黃秀萍其地址為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 418-430 號友光大廈
13/F 6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
港灣仔謝菲道392-402號維新大廈
地下 G & H 舖財記辣蟹的酒牌續
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2月18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hoi Kee Spicy Crab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Sau Ping of
Room 6, 13/F, Yau Kwong Bldg., 418-430
Henessy Road, Wan Chai,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hoi Kee Spicy
Crab at Shop G & H, G/F., Wai Sun Bldg.,
392-402 Jaffe Road, Wan Chai, H.K.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8-12-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QUINARY

現特通告：杜家怡其地址為香港中
環荷李活道56-58號中發大廈地下
低層D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56-58號中發大
廈地下低層 D 號舖 Quinary 的酒牌
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
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
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2月18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QUINARY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rlene Dawes
of Shop D, LG/F., Felicity Building, 56-58
Hollywood Road, Central,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Quinary at Shop D, LG/F., Felicity Building,
56-58 Hollywood Road, Central, Hong
Ko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8-12-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富雅海鮮酒家

現特通告：郭寶珠其地址為西貢翠
塘花園 11 座 4 樓 F 室，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新界西貢海傍街27號地下
及舖前露天座位間富雅海鮮酒家的
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
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2月18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Fu Ah Seafood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wok Po-Chu
of 4/F., Flat F, Block 11, Lakeside Garden,
Sai Ku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Fu Ah Seafood
Restaurant at G/F., No.27 Sai Kung Hoi
Pong Street and outside seating area at
shop front, Sai Kung, 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8-12-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富雅海鮮

現特通告：羅奕輝其地址為調景嶺
健明村明日樓 1606 室，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西貢海傍街31號及33號地
下富雅海鮮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
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
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2月18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Fu Ah Seafood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aw Yick Fai of
Flat 1606, 16/F, Ming Yat House, Kin Ming
Estate, Tseung Kwan O.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Fu Ah Seafood
at G/F., 31 to 33 Hoi Pong Rd, Sai Kung,
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8-12-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