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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在 2002 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就明確
提出，以建設生態省為重要載體和突破口，加快建設
「綠色浙江」，努力實現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此後

，習近平同志又對 「兩座山」的關係作了重要論述，提
出了 「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 「綠水青山就
是金山銀山」的重要論斷。杭州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於
建設生態文明和浙江省委、省政府關於建設生態省的決
策部署，積極踐行 「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深入實施 「環境立市

」戰略，聯動推進改善生態環境、優化空間布局、發展
生態經濟、培育生態文化、健全生態制度各項工作，着
力建設以綠色、低碳、和諧、可持續發展為主要特徵的
生態型城市，杭州先後獲得國際花園城市、聯合國人居
獎、中國十佳宜居城市、國家環保模範城市、全國綠化
模範城市、國家森林城市等榮譽，被列為全國生態文明
建設試點市、國家低碳城市建設試點。

杭州堅持保護第一、生態優先，着力改善生態環境
。把打造良好生態環境作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基礎，
堅持不欠新帳、多還舊帳，堅持生態建設與污染治理並
舉，堅持項目帶動，認真組織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和環境
治理工程，以實施重大工程為抓手，累計投入上千億元
，組織實施西湖、西溪濕地、運河、湘湖、良渚遺址等
綜保工程，把生態修復、環境整治、截污納管等作為工
程重要內容，努力使杭州的天更藍、水更清、山更綠。
11年5月全面整治，實施保護水源水質、促進產業轉型
、完善基礎設施、開發人文旅遊、整治兩岸環境、修復
岸線生態，努力把 「三江兩岸」打造成為 「山水秀美、
生態宜居、城景交融、和諧發展」的生態景觀長廊、旅
遊休閒勝地，打造現代版的 「富春山居圖」。2011 年
以來，農村生態環境得到有效改善。倡導 「讓森林走進
城市、讓城市擁抱森林」，打造生態林、產業林、景觀
林 「三林共建」的森林體系，努力營造 「城在林中、路
在綠中、房在園中、人在景中」的人居環境，彰顯山水
園林城市特色。2011年，全市森林覆蓋率達64.7%，市
區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 15.5 平方米，居全國同類城市
前列。

杭州堅持規劃先導、城鄉統籌，着力優化空間布局
。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
的原則，堅持以規劃為龍頭、以新型城市化為主導加強
城鄉區域統籌發展，制定生態帶規劃和生態環境功能區
規劃等系列規劃，積極推動工業向園區集中、人口向城
鎮集中，着力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
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努力畫出一幅城市與鄉村鑲嵌
在綠水青山之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麗畫卷。積極

推動城市建設從以西湖為中心向以錢塘江為軸線轉變，
推動建設重點向副城、組團、新城轉移，同時依託山脈
、江河湖泊和風景區等自然地貌，構建六條鑲嵌在主城
、副城、組團之間的 「生態帶」，加快形成網絡化、組
團式、生態型的城市空間格局，杭州積極支持五縣（市
）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加快發展，把生態優勢和
綠色資源轉化為富民強縣的現實生產力，實現 「綠色崛
起」，夯實市域西部生態屏障保護與建設的基礎。目前
已有2個區縣（市）成功創建國家生態區、縣（市），
1個縣通過驗收，1個區通過技術核查。

杭州堅持綠色發展、創新驅動，着力發展生態經濟
。堅持把發展生態經濟作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任務，
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入實施實業興市、

創新強市戰略，突出高端高新高效導向，優先發展現代
服務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積
極改造提升傳統優勢工業，加快構建以服務經濟為引領
、十大產業為重點、創新型經濟為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
，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
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
動。突出集聚集群集約導向，扎實推進兩大產業集聚區
、六大國家級開發區等各級各類園區規劃建設，着力提
升產業集聚水平和集約程度。突出綠色循環低碳導向，
堅持不懈抓節能減排，全面推行清潔生產，積極發展循
環經濟和清潔能源，堅決淘汰落後產能。2011 年，全
市服務業增加值佔生產總值比重達49.3%，「三、二、一」
產業結構繼續鞏固和發展；全社會研發與技術經費佔地

區生產總值比重達 2.88%；實施節能減排項目 414 個，
削減化學需氧量2.81%、氨氮2.35%、二氧化硫3.44%。

杭州堅持文化引領、共建共享，着力培育生態文化
。把生態文化作為建設生態文明的靈魂和精神支撐，圍
繞普及生態文明知識、傳播生態文明理念、養成生態生
活方式等重點，開闢《生態杭州》電視欄目，投資4億
元率先建成中國杭州低碳科技館，組織開展世界環境日
、中國植樹節、浙江生態日等紀念宣傳活動，把踐行生
態文明融入到生活的點滴之中，體現在一念一想、舉手
投足之間，努力在全社會形成生態文明社會新風尚。推
動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積極推進公交優先，加快構建地鐵、公交車、出租車
、公共自行車、水上巴士 「五位一體」的大公交體系，
每年開展 「無車日」活動，引導市民多乘公交車、多騎
自行車、少開私家車，自覺踐行綠色低碳出行。有專家
研究指出，如果按日均租用量 10 萬輛次、每次出行里
程2公里計算，杭州公共自行車服務系統年可節約燃油
7500噸，減排二氧化碳23897噸。

杭州堅持先行先試、體制創新，着力健全生態制度
。堅持把健全生態制度作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任務和
重要保障，以開展全國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和國家低碳城
市建設試點為契機，堅持先行先試，積極創新體制機制
，不斷完善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的長效機制。積極構建
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體系，強化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
的制度保障，積極探索建立市域生態補償機制，按照
「誰保護、誰受益」、 「誰改善、誰得益」、 「誰貢獻

大、誰得益多」的原則，自 2005 年以來市本級財政共
向上游縣（市）轉移支付生態補償資金3.3億元，並在
全國率先構建起省、市、縣三級生態補償體系。積極探
索完善生態目標考核體系，推動生態目標考核從工程建
設為主向環境質量為主、從定性考核向定量考核轉變，
率先開展鄉鎮交界斷面考核，更好發揮考核的 「指揮棒
」作用。還在全國率先創新推行公共平台排污權交易體
系，交易收益用於環境質量改善、生態保護及主要污染
物配額回購。

杭州市委書記黄坤明表示，杭州建設生態文明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將以學
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為動力，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
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貫徹落實節約優先
、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繼續把生態文明建
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杭州現代化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
，以更加堅定的決心、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務實的作
風加快建設生態型城市，努力打造美麗杭州，為全市人
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杭州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杭州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東南東南
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 。杭州地處浙江省西北部，是浙江省省會和長三角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轄。杭州地處浙江省西北部，是浙江省省會和長三角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轄88區區22縣縣
33個縣級市，總面積個縣級市，總面積1.661.66萬平方公里，萬平方公里，20112011年末常住人口年末常住人口873.8873.8萬人，生產總值突破萬人，生產總值突破70007000億元，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億元，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
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了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了1.21.2萬美元。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杭州最具魅力、最富競爭力的獨特優勢和戰略資源。在這裡，萬美元。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杭州最具魅力、最富競爭力的獨特優勢和戰略資源。在這裡，
山水相依、湖城合璧，江、河、湖、海、溪五水共導，京杭大運河和錢塘江穿城而過，素有山水相依、湖城合璧，江、河、湖、海、溪五水共導，京杭大運河和錢塘江穿城而過，素有 「「人間天堂人間天堂」」 之美譽。之美譽。

雷峰晨景雷峰晨景 麻劍輝攝麻劍輝攝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黃坤明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黃坤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571號

KATHERINE YIE-E ZHU：
本院受理的（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571號原告黃

宇榮訴被告KATHERINE YIE-E ZHU離婚糾紛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無法向你送達，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57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結果
如下：准予原告黃宇榮與被告KATHERINE YIE-E ZHU
離婚。本案受理費300元、公告費800元均由原告黃宇榮負
擔（已付）。

自發出本公告之日起，經過六個月，即視為送達。如
不服本判決，你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
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當事人上訴的，應在遞交上訴狀的次日
起七日內按上訴請求的項目及相關交費規定向廣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預交上訴案件受理費，逾期不交的，按自動撤回
上訴處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廣州天佳房地產有限公司、天佳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經協實業有限公司訴被告天佳
集團有限公司、廣州天佳房地產有限公司、天佳國際
投資有限公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一案，
因你們下落不明，無法向你們送達本案起訴狀副本及
開庭傳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涉港澳民商事案
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第九條的規定，現向
你公告送達本院（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 2858 號
案開庭傳票、起訴狀副本和應訴材料。自發出本公告
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
期限分別為公告期滿後的15日和30日內。本案定於
2013年4月25日上午9:15時在本院224法庭公開開庭
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金玉滿堂小廚

現特通告：蔡嘉俊其地址為新界元
朗八鄉紅毛潭18號地下，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新界屯門良德街 9 號盈
豐園商場地下A07號舖金玉滿堂小
廚的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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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 Yuk Moon Tong Kitcheni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soi Ka Chun
of G/F, 18 Hung Mo Tam, Pat Heung,
Yuen Lo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Kam Yuk Moon
Tong Kitchenint at Shop A07, G/F,
Goodrich Garden Shopping Arcade, 9
Leung Tak Street,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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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簡稱：ST雷伊B 證券代碼：200168 公告編號：2012-055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籌劃重大事項繼續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
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目
前經營活動一切正常，因公司仍在籌劃討論重大事項，根據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公司股票（證
券簡稱：ST 雷伊 B，證券代碼：200168）將繼續停牌，至公司
發布相關事項公告後復牌。

公司將及時披露上述事項的進展情況。敬請廣大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證券代碼：600602 股票簡稱：儀電電子 編號：臨2012-030
900901 儀電B股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國有股權無償劃轉完成股權過戶登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
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於2012年
12月17日收到上海儀電電子（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儀電電
子集團」）轉來的《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過戶登
記確認書》。上海儀電控股（集團）公司（以下簡稱 「儀電控
股」）將所持有的本公司352,742,238股股份無償劃轉給儀電電子集
團，本次股權劃轉已完成股權過戶登記手續。儀電電子集團持有本
公司352,742,238股股份，佔公司總股本30.07%，儀電控股不再持有
本公司股份，本公司實際控制人未發生變更。

特此公告。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
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
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承擔
個別及連帶責任。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股權分置改革
方案於2012年12月8日披露後，公司董事會
協助非流通股股東通過拜訪投資者、熱線電
話等多種渠道與投資者進行了充分溝通和交
流。根據溝通交流結果，本公司大股東大新
華物流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表示維持本公
司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不變。

根據《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
》和《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業務操作指引
》的相關規定，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
A 股股票將於 2012 年 12 月 19 日復牌，並於

2012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暨相關股東會議
股權登記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股權分置改革
規定程序結束之日公司股票繼續停牌。

本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方案詳見2012年12
月 8 日刊登於《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
報》、《大公報》上的《天津市海運股份有
限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說明書（摘要）》及刊
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上的《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股權分置
改革說明書（全文）》等文件。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12月18日

證券簡稱：SST天海、ST天海B 證券代碼:600751、900938 公告編號：臨2012-054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溝通協商結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
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
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承擔
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提示：
●公司流通A股股票本次復牌交易時間

為2012年12月19日、20日、21日。
●公司流通A股股東通過網絡投票參與

2012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暨相關股東會的
時間為2012年12月26日、27日、28日；
公司B股股東不參加股改相關股東會，通過
網絡投票參與2012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
的投票時間為2012年12月28日。

本公司於2012年12月8日在《中國證券
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和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上刊登了《關於召開2012年

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暨相關股東會議的通知
》，主要包括公司將於 2012 年 12 月 28 日召
開2012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暨相關股東會
議，其中A股股東的股權登記日為2012年12
月21日，B股股東的最後交易日為2012年12
月21日，股權登記日為2012年12月26日。

因 2012 年 12 月 25 日為西方聖誕節假期
，且為B股交易的非交收日，故將本次股東
會 B 股股東的股權登記日從 2012 年 12 月 26
日順延至 2012 年 12 月 27 日，B 股股東的最
後交易日仍為2012年12月21日。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18日

證券簡稱：SST天海、ST天海B 證券代碼：600751、900938 公告編號:臨2012-055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提示性公告暨股票復牌公告

地產出售
柬埔寨西哈老克港中心區50公頃
優質私人地（永久年期），罕有
臨海、港口碼頭地段，於四號公
路旁，可建設大型物流中心／工
業區／商業或住宅社區，回報優
厚、潛力卓越。

可聯絡：（852）6122 4611張生
kite3006@yahoo.com.hk

公 告
盧永生生前住香港，2002 年 7 月 1

日死亡，遺有廣州市芳村區花地大道紅
棉苑登雲閣601房屋，其生前無遺囑。
盧永生與配偶鄺潤嬋共育有子女六名：
盧淑賢、盧杏賢、盧少賢、盧展華、盧
潔賢、盧志華，現鄺潤嬋向廣州公證處
申辦繼承公證，如有異議者請於見報後
一個月內書面提出。聯繫單位：廣東省
廣州市廣州公證處，聯繫人：黃巧，
電話：8620-83569608，地址：廣東省
廣州市東風中路437號越秀城市廣場南
塔11樓四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