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8日，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陕西延长
石油集团合作开发的新型催化
剂及工业化应用成果在北京通
过成果鉴定。这种新型催化剂
名为“层状多金属硫化物催
化 剂 ”， 由 李 灿 院 士 团 队 研
发，可应用于柴油超深度脱
硫，已申请发明专利 12 件，
已授权 5 件，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

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组织的鉴定委员会认为，
该催化剂属国际领先水平，能
够推动符合国 V 标准柴油的
工业生产，适合我国柴油的超
深度脱硫需求，推广应用前景
广阔。该委员会建议尽快加大
工业应用推广力度，使该技术
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清洁柴油生
产领域。

李灿院士透露，该项目对
催化剂研发过程中关键技术进
行了创新突破，在保持催化剂
超高加氢脱硫活性的基础上引
入了廉价金属。这种创新在保
持国际领先的柴油超深度脱硫
效果的同时，有效地降低了催
化剂的制备成本，并让催化剂
装置更适合中国油品炼制企业
的实际情况，结实耐用。

雾霾是“十三五”期间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而机
动车辆燃油废气排放是导致
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强制实施降低燃油
含硫量的法规，将于今年年底前执行硫含量低于
10mg/kg 的国 V 柴油标准。柴油质量升级最经济简
便的方法就是开发高活性的加氢脱硫催化剂。而新
通过鉴定的层状多金属硫化物催化剂可以应用于直
馏柴油、直馏柴油与催化柴油混合柴油及催化柴油
的超深度脱硫处理，以满足国 V、乃至未来国 VI 柴
油的硫指标要求。

延长石油炼化公司总经理李军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催化剂已经在延长石油永平炼
油厂的 20 万吨/年柴油加氢装置上进行过工业试验运
行验证，在直馏柴油与催化柴油混合（质量比 2∶1）
进料条件下，精制柴油产品硫含量低于 1mg/kg，大
大优于国 V 柴油标准，脱硫率超过 99.9%。

“新技术很容易进行工业化推广，炼油厂现有的
加氢脱硫装置就能够满足层状多金属硫化物脱硫催化
剂的操作条件，因此，把现有加氢脱硫装置催化剂更
换为层状多金属硫化物脱硫催化剂，就能够生产优于
国 V 硫含量指标要求的清洁柴油。”李军说。

雾霾防治再添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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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催化剂给柴油超深度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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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年到 2015年，河北省张家口
市的森林覆盖率从 20.4%达到 37.05%，
增加了 16.65 个百分点。面对干旱、少
雨、立地条件差等生态建设的“拦路虎”，
张家口市充分运用市场思维，探索创新造
林绿化新机制、新模式，有效解决了造林、
资金、管护等问题，走出了一条绿化效果
好、综合效益高、持续能力强的造林新路。

如今，“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和
“奥运名城”的定位，又给张家口的生态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张家口市计划每年
新造林 100 万亩以上，确保到 2022 年森
林覆盖率达到 50%以上，为确保完成这
一目标，全市还需新增森林面积 775 万
亩，年均增加森林覆盖率 2个百分点。

多种造林模式 造林主体多元化

5 月，在位于阳原县揣骨疃镇的玉屏
山万亩林苗一体化示范园，几台挖掘机和
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不远处一排排新植
的垂柳、新疆杨已经长出新叶。

“玉屏山曾经是座荒山，山脚下全是
荒滩、荒坡，石头多，种树难。”阳原县林业
局林政股股长韩振官介绍，该县通过政府
主导、社会化造林的方式，大胆地提出了
荒山荒坡归集体、谁种树谁受益等举措。
2013 年以来，刘海军带领 20 多个种植大
户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实施“企业 6、农户
3、村集体 1”的股份造林机制，创建了玉
屏山万亩林苗一体化示范园。截至目前，
该园区已完成荒山荒坡绿化 12000 多
亩，林苗总量达 300多万株。

张家口市林业局局长王海东告诉记
者，张家口市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机制相
结合，积极创新推广租地造林、流转造林、
合作造林等多种造林模式，打破了原来国
家单一投资、集体造林的僵化模式，有效
地推进了全市造林绿化进程。重点实施
了高速公路生态廊道政府租地造林，亿利
资源集团、东方园林等实力企业合作造
林，塞北林场股份合作造林，SGS 通标公

司、春秋集团等公司义务植树造林，青年
志愿者认建认养造林等工程。今年，参与
生态建设的绿化公司达 300多家。

针对宜林荒地面积少，荒山面积大的
现实困难，张家口市出台了《张家口市鼓
励荒山绿化实施办法》，明确各类社会绿
化建设主体完成预定绿化目标后，在优先
享受国家、省、市工程造林补助、公益林补
助、林业贷款贴息等政策的基础上，5%的
土地面积可用于林业生产生活基础设施
建设，5%的土地面积可用于生态旅游、休
闲度假等经营性开发。“这能让政府得绿、
企业得利，是具有突破性的政策。”王海东
说，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64 家企
业和个人意向投资荒山绿化 34.19 万亩，
已签约 33.18万亩，完成造林 3.19万亩。

多种融资方式 破解资金短板

4 月，中国绿化基金会捐资 200 万
元，与张家口市政府联合设立“中国绿化
基金会绿色张家口专项基金”，在 2022 年
冬奥会场馆核心区建造 200亩“冬奥会志
愿者示范纪念林”，这也成为了张家口市
推行基金融资的一个成功案例。

市林业局副调研员武云峰说，按照
《张家口市多种树工作方案》，该市计划
2016 年至 2022 年实施人工造林 678.04
万亩、中幼林抚育管护 863 万亩、封山育
林 82.05 万亩。张家口市创新思路，坚持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资金整
合、各方联创”的原则，通过贷款融资、基
金融资、众筹融资、碳汇融资 4 种方式，形
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融资格局。

据了解，张家口市向国家林业局争取
了国家储备林建设试点项目，以塞林集团
为市政府委托代建购买服务承接主体，向
农发行申请贷款 98 亿元。今年，张家口
市成立了中国绿色碳汇研究院张家口分
院及 20 个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碳汇志愿
者工作站，成为全国唯一各县区志愿者工
作站全覆盖的市，为推进碳汇林业项目打
好基础。

建管同步 提高林木成活率

自 2013 年开始，尚义县林业局在各
项生态工程实行招投标制的基础上，实行
合同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中标企业不仅

负责林木栽植，还要保证林木成活率，县
里根据苗木成活率分期兑现施工费用。
据悉，该机制实行后，既保证了绿化质量，
又缓解了尚义县绿化资金压力。从 2013
年到 2015 年，仅通道绿化工程一项，总投
资 9986 万元，总里程 243.1 公里，全部实
现了一次造林一次成景，成功打造了绿化
精品工程。

张家口当地有一种说法，“造一棵树
就跟养一个小孩一样”。张家口处于干旱
半干旱地区，树成活难度大，保存难度更
大，后期抚育、防病虫害、防火等需要有人
力财力。近年来,采取护林员管护、专业
队管护、委托公司管护、造林业主管护、受
益主体管护等多种形式，健全管护机制，
实现了建管同步。崇礼区以乡镇为禁牧
主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有资质、有管护
能力的专业护林公司进行管护，成效显
著。目前这种管护形式正在全市推广。

生态脱贫 绿富双赢

张家口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数量居
全省地级市之首。张家口坚持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结合，重点发展以葡萄、杏
扁等为主的干鲜果品经济林，以药材、食
用菌、蔬菜、养殖为特色的林下经济，将造

林绿化与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结合起
来，实现绿富双赢。

万全区宣平堡乡霍家房村借力林地
优势发展林下养殖，并配套以餐饮、观光、
采摘，使贫困村成为了“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村支书范进平说，我们以“公司＋
支部＋农户”的形式建起了 200亩的林下
养殖示范基地，现存栏孔雀、白鹅、灰雁、
鸵鸟、火鸡等 30 多个珍禽品种，主要销售
到北京、张家口等地区，每年创造经济效
益 500余万元，每年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30余个。

不仅村里发展林下经济，连道路两侧
绿化也采取了“林上带林下”的种植模
式。万全区白郭线省道绿化通过“政府前
期流转、企业主体经营、涉地群众参与”的
方式，将两侧 5.3 公里 1236.8 亩土地从农
民手里流转到公司，每亩土地流转金为
1100 元，前 5 年由政府出资，之后由企业
出资。公司除了种植树木,在林子下种植
辣椒,与农户签订收购订单，统一提供种
苗及技术指导。公司以每斤 1.5 元的价
格回购，预计每户每亩可增收 1500 元。
郭磊庄镇镇长郝彦锋说，“地上种苗木、林
下种辣椒，实现了政府要绿、企业得利、农
民受益的目标”。

河北张家口创新体制机制推进造林绿化——

创 新 撬 动 绿 染 张 垣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刘永刚

昔日的风沙源已经完全被绿色植被覆盖。 何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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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宁波一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赛顿电器有限公司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凌源市王延柱食品加工厂
营口微子空调有限公司
天津绿什草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圣帝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鑫鑫食品厂
天津市瑞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平和(天津)家饰制品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食品工业(天津)有限公司
巴鲁德(天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安纽希(天津)婴幼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和顺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雅铁科贸有限公司
广州中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耀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芳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孕恩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蓓力康保健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特伙饮料有限公司
广州猫屎咖啡连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科荣塑胶电子厂
广州市峻城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美九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素沛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湟金酒业有限公司
广州元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湘豹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贝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天(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十用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海通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重庆一谷橄榄油有限公司
重庆市酱香缘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同砚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舒春电器有限公司
西安沐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青海海之东农牧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禹合正临服饰有限公司
重庆大家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吉旺食品有限公司
庆阳藏珍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首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玉溪登喜路有限公司
维西天合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日报社
昌宁县盛和美食楼
普洱市古道茶厂
曲靖市金兰世家食品有限公司
柳州市齿留香食品有限公司
桂林润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9590452
69590453
69590454
69590455
69590456
69590457
69590458
69590459
69590460
69590461
69590462
69590463
69590464
69590465
69590466
69590467
69590468
69590469
69590470
69590471
69590472
69590473
69590474
69590475
69590476
69590477
69590478
69590479
69590480
69590481
69590482
69590483
69590484
69590485
69590486
69590487
69590488
69590489
69590490
69590491
69590492
69590493
69590494
69590495
69590496
69590497
69590498
69590499
69590500
69590501
69590502
69590503

桂林微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荔浦分公司
阳朔来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西巴马盛世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巴马一方瑶药有限公司
钦州市亿安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乐业县天坑酒业有限公司
广西巴马康柏乐饮料有限公司
广西安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七星区鑫河红枣经营部
鹿寨县大乐岭茶业有限公司
宾阳县黎塘镇四海粮食加工厂
广西南宁味宝调味品有限公司
广西西林汇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澳宁食品有限公司
桂林傲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西锦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南宁市得康食品有限公司
定安绿水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天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兴科热带作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兴园热带植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金川生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爱达乐坤鹏食品有限公司
西昌占匠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府城商贸有限公司
乡城县雪域阳光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金易管业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信立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仪陇县健特食品有限公司
大竹县石河镇绿河挂面厂
富顺县三丰食品厂
自贡玉玺淀粉加工厂
西昌顺溜工贸有限公司
隆昌县金鹅镇冬玲毛衣店
四川名捕鱼饵有限公司
青神县八戒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天府烤卤有限公司
攀枝花岩神山泉水厂
江油市三义日用品有限公司
盐亭县金土地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平昌县德源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泓硒泉饮品有限公司
绵竹市萱萱纸制品加工厂
四川竹元素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雅安市和龙茶业有限公司
剑阁县剑门关茶厂
雅安恒大茶业有限公司
四川蜀利达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金利士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赖氏赖茅酒业有限公司
贵阳傲扬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贵藏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秀生堂医药生物有限公司
贵州汉邦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东太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在水一坊酒业有限公司
长顺县鑫鑫畜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金沙晶品食品有限公司
紫云自治县文烁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
贵州织金平远州特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达达人实业有限公司
贵阳南明风清扬商贸有限公司
贵州贵诚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华辉酒厂
贵阳雁湖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正明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正方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田野紫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黔伟印刷厂
陕西渭河工模具总厂
镇安县雪樱花魔芋制品有限公司
白水县康家卫食品厂
宝鸡市鼎盛食品有限公司
华阴市建宏石磨面粉厂
常熟市支塘镇雪珺菲食品饮料厂
福安市舒和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粉嘟嘟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捷豹皮具有限公司
伊通满族自治县华瑞米业有限公司
长春市银粮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富四方柿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伍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渝之肴食品有限公司
海口海力威尔饮料有限公司
定西世德堂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庆阳金润禾食用油加工厂
重庆齐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顶傲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重庆市优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夏金熊食品有限公司
银川桉淇食品有限公司
中宁县东华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青海新泰行土特产销售有限公司
囊谦长寿山泉有限公司
青海索南才让藏谷百草有限公司
邵武奇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漳州王老三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金伯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晋江市索菲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乖巧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洛江区万安品冠食品厂
莆田市荟芝源贸易有限公司
莆田市涵江区飞越贸易有限公司

莆田市金裕贸易有限公司
合龙(福州)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尧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大田县兴田食用油有限公司
福建省霞浦县东港酒业有限公司
永定县周氏食品有限公司
大田县和洋茶叶专业合作社
福清市鑫海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虹茶业有限公司
福安市顶星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市红全周食品有限公司
浦城县腾云山酒业有限公司
连城县姑田天竺竹木制品厂
壬安(泉州)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茂盛食品厂
泉州卡翰鞋业有限公司
晋江市乐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帆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百年川酒业有限公司
上海酷博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东南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玻诺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宜昌彬源油脂有限公司
杭州青壹坊文具礼品有限公司
扬州永利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邦亚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晶维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祥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上海昶购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东荥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风语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明峰咖啡有限公司
精鸟金属制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莱姆达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道道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柏安新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英红茶叶有限公司
上海莱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龙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线亨电子有限公司
丰水源生态景观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格致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太力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启锐日用品有限公司
砀山县仍朝粉业有限公司
肥西县杰祥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繁昌县立宏饮品厂(普通合伙)
亳州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鹏远康华天然产物有限公司
广州市乐康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恒发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意迪欣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中郎凡品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旺泰佳农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信标文具商行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惠业化妆品商行
广州创净日用品有限公司
增城市百花山庄度假村有限公司
广州大家商务顾问有限公司
广州车快线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翔璋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钜力润滑油有限公司
广州卉福食品有限公司
赤峰益生棒棒油脂有限公司
内蒙古国蒙基酒酿造酒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大平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土默特左旗青云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丰镇市新荞农苦荞茶生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赐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本源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扎赉特旗水田高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众合广达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舜芳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华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燕兆阜源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牛生金酒业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奥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健道盛和(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清新乐肌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童梦家儿童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麦华仕(北京)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上好味食品加工厂
北京永顺华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北京佳欣源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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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