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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等地区在“雾霾锁城”中跨入
2017 年。雾霾高发，使得公众对雾霾的
成因也越发关注。有观点认为，北方地区
冬季采暖产生的大气污染是诱发雾霾的
原因之一。目前，在提升冬季采暖环保程
度方面，有关部门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
些可能的改进方法？面临的现实困难有
哪些？带着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在
北京进行了走访。

去煤化 清洁能源成主角

在北方地区冬季采暖过程中，燃煤特
别是劣质煤的使用是产生污染的重要原
因之一。近几年，为推动冬季采暖“去煤
化”，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北京市集中供热管理办公室提供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燃煤供热面积
11272 万平方米，占比 14.2%，而燃气供热
则已经成为主流，供热面积 46660 万平方
米，占比 58.7%。而根据北京市环保局提
供的数据，2016 年北京市继续削减燃煤
250 多万吨，在采暖季能源结构构成中，
燃煤比例进一步降低。北京市环保局有
关人士表示，北京市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
正进一步拓展，主要是从工业生产改造向
居民生活用煤改造拓展，从城区用煤改造
向郊区用煤改造拓展，从城市居民用煤向
农村居民用煤改造拓展。

受各种因素影响，一些城市周边、城
乡接合部、农村等地区还不能实现集中供
暖，居民大量使用分散燃煤小锅炉、小火
炉取暖。由于家用散煤小炉具普遍比较
简陋，没有净化措施，产生的污染物也比
较多。有数据显示，家用小炉具燃烧一吨
散煤所产生的二氧化硫、颗粒物等污染物
大约是有净化装置的燃煤锅炉的几倍到
几十倍。

2016 年，北京市在居民采暖散煤清
理方面持续发力。位于南四环榴乡桥凉
水河北岸平房居住区的居民，往年都用散
煤取暖。1 月 5 日，记者来到这里发现，过
去堆积的散煤已经不见踪影，地上仍有散
煤堆积的痕迹。一位居民告诉记者，今
年，有关部门要求居民不得再使用散煤采
暖，统一改用市政暖气供暖，“我们也愿意
使用市政供暖，不但省去了很多麻烦，而
且也不用再担心烧煤时产生废气对身体
造成伤害。据我所知，现在用散煤的居民
已经很少了，而且每年都在减少”。

北京市环保局表示，2016 年，北京市
将民用散煤治理重心拓展至朝阳、海淀、
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大兴七个区的
平原地区，全年城四区完成散煤清洁能源
替代 7.5 万户，其中四环路以内地区完成

约 3 万户，朝阳、海淀的四环路以内将实
现基本无煤化，而按照计划，七区平原地
区将在 2017 年实现基本无煤化，完成民
用散煤清洁能源替代阶段性工作。

1 月 6 日，在环境保护部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将积
极推进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散
煤治理，今年 10 月底前，京津冀地区荣乌
高速以北、京昆高速以东近 1 万平方公里
区域的“禁煤区”不能再烧散煤。

改技术 污染排放严标准

除了清洁能源替换，采暖设备的环保
技术改造也是有关方面积极推动的重要
举措。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翠林小区的丰
台供暖设备服务所，管辖锅炉房 48 个，供
热面积 1500 余万建筑平方米，主要负责
北京市丰台区、西城区、东城区、大兴区各
企事业单位及居民住宅用户的供热相关
服务。近年来，丰台供暖所在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方面做出了诸多尝
试，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
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 14000 余户居民、近 120 万平方米
供热面积提供服务的翠林锅炉房于 2013
年完成了煤改气工程，2015 年实施了热
泵综合利用工程。“此次改造我们又首次
采用了溴化锂吸收式热泵机组，用来深度
回收锅炉烟气余热，使最终排烟温度降至
30℃左右，减少燃气消耗并且降低污染物
排放。烟气温度降低后会产生大量冷凝
水，本次改造把烟气凝结水回收再利用，
对于节能、节水、提高系统的综合利用效
率都有重要意义，既提高了经济效益又能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据测算，热泵系统
每个采暖季可节省费用 370 余万元。”丰
台供暖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丰台供暖所采
取的类似环保技术改造还有很多，如超低
氮燃烧机、空气预热、烟气再循环、新型旋
流除污脱气器等，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提
高了能源利用率，降低了大气污染，同时

也提高了居民的供热质量。
为全面降低供暖设备污染排放，北京

市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5 年，北京
市出台了新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新标准”重点严格了锅炉氮氧化物
的排放限制，规定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
新建锅炉执行 30 毫克/立方米的排放限
值；对位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的在用锅
炉，执行 80 毫克/立方米排放限值，该标
准限值已接近目前全世界最严的锅炉排
放标准。为推动“新标准”的落实，2016
年，北京市开展了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
作。2016 年 6 月，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
财政局、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
了《北京市燃气（油）锅炉低氮改造以奖代
补资金管理办法》，对燃气（油）锅炉低氮
改造项目进行补贴，并根据治理效果，实
行差别化补助。同时，北京各相关区也先
后出台区属配套资金政策，并加大燃气锅
炉监管监测和执法力度，全面促进辖区内
燃气锅炉达标排放。据悉，目前北京全市
已推动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1.3万蒸吨。

办法多 困难障碍也不少

事实上，在提升供热效率、减少供暖
污染排放方面，全国多地都在探索不同类
型的供暖模式，如鞍山、本溪等地都利用
当地企业的工业余热进行供暖。“京津冀
周边也有大量的电厂余热和工业余热可
利用，可通过建设长距离传输管线，把热
输送到北京，实现能源共享、技术共享、环
保共享。”北京市热力集团有关负责人认
为，还可以扩大深层地热利用，建设风电
蓄热热源，利用污水源等供热，将可再生
能源利用并入集中管网，减少化石能源消
耗，实现热源多元化。

当前，在北京市热力集团的供暖模式
中，已经有少量的空气源热泵、水源热泵、
地源热泵、太阳能等，但占比极少，而热电
联产占比约 80%，是主要供暖模式。该负
责人也表示，推动热源多元化，面临不少
障碍，“需要政府在风电、地热等能源的利
用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有专家认为，小散锅炉多仍然是目
前供暖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重要
原因，将管网周边分散锅炉房并入城市
热网，实现集中供热，是提升供暖体系
环保程度的有效方式。而全国多地也在
陆续取缔小散锅炉，化小并大。但是这
种方式也并非没有障碍，“过去，由于管
网建设的审批手续较长，以及部分锅炉
产权单位不愿意进行并网等原因，进行
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障碍。”这位负责人
说。1 月 6 日，陈吉宁表示，将全面加大
燃煤锅炉取缔力度，改用热电联产集中
供热、燃气供暖、电供暖等方式淘汰分
散小锅炉，20 万人口以上县城都要实现
热电联产，2017 年底淘汰京津冀地区 10
蒸吨以下燃煤小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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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的美，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2016 年 12 月 28 日，来自安徽的游客张治
说，来武汉旅游碰到国内最长的城中湖绿道
——东湖绿道开通，张治感到大开眼界：

“真是太美了！一下就让我爱上武汉了！”
极目东湖，28.7公里的环湖绿道，将

33 平方公里的湖光山色揽入怀中。这条
环湖雅径串联东湖磨山、听涛、落雁三大
景区，将沿线景点连句成章。在第三次联
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东湖
绿道获评联合国人居署示范项目。

让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绽放盎然绿
意，让市民放松身心品味生活，正是东湖
绿道开通的目的。

记者了解到，东湖绿道打造了湖中
道、湖山道、磨山道、郊野道 4 条主题绿
道以及 4处门户景观、8大景观节点。

“湖中道”起点楚风园，经九女墩至
磨山北门，全长 6 公里。行走在这段绿道
上，视野开阔，湖光潋滟，行人能饱览东
湖之美。“湖山道”全长 6.2 公里，从磨
山北门至风光村，行走其间，可感受山水
穿行之美。“磨山道”全长 5.8 公里，沿
途有楚市、离骚碑等著名景点，楚风汉韵
浓厚。“郊野道”全长 10.7 公里，由鹅咀
至磨山东门，主要是环落雁山景区，设立
了以“田园童梦”“塘野蛙鸣”等为主题
的野趣景观。

作为东湖风景区生态保护和系统修复
的核心工程，东湖绿道在规划设计上，将
生态修复作为重点考量，规划了 13 条生
物通道，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据了解，东湖水域面积达 32.4 平方
公里。目前，东湖绿道范围内生存着包括
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在内的上百
种野生动物，是冬候鸟由北方迁至南方的
重要栖息地。东湖绿道规划设计中，注重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为野兔、松鼠等小
型动物设计了可以穿行的管状涵洞和箱形
涵洞，管涵设低水路和步道。

武汉地产集团东湖绿道项目负责人许
玉洁介绍，按照规划，东湖绿道按世界级

绿道标准打造，具备举办国际环湖自行车
赛的能力，自行车道宽度应不低于 6 米。
许玉洁说，如果按照原有栈道走线，磨山
道的 27 棵大树将搬迁或被砍伐。“为保护
生态，我们维持了 4米宽的标准。”

东湖绿道在其他地方的改造中也非常
注重生态保护。“在郊野道改造中，我们
曾为保护一片樟树林，让道路绕行。”许
玉洁介绍，湖山道在不破坏现有树木和环
境的情况下，还利用空地移栽乌桕树、枫
树等，突出湖山道的特色。

绿道之美，美在树木。据武汉东湖风
景管理区管理者介绍，东湖绿道建设共栽
种大中型树木约 2.18 万棵，其中有数百
棵树龄在 60 年左右的大树，包括樟树、
榔榆等本地树种。“海绵城市”理念也融
入了绿道。楚风园沿线的人行道全部用小
料石铺装，周边缝隙种上绿草，这样雨水
会被下层的碎石以及植被吸收。整个绿道
共有超过 10 公里的沿湖护坡被改建为

“海绵体”。
许玉洁介绍，东湖绿道是一条“聪明”

的绿道：智慧服务随处可见。在游览方式
上，运营方推出“分级租车”方式，游客根
据需求挑选适合的自行车。同时，绿道沿途
分段设置了扫码解说的功能，可以依据游客
的年龄和解说需求，筛选解说词的内容。这
样的定制服务，在绿道游览中还有很多：手
机上可预约餐厅下单，可预约绿道周边4个
大型停车场的停车位，WiFi、电子支付、电
子地图导航等全覆盖。

据了解，绿道开通第一天，共有 3.6
万余人前来游玩。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
空间规划研究中心规划师亢德芝说，东湖
绿道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城市未来发展
需求。根据预测，2025 年，东湖的年游
客量将达到 1300 万人，大型节庆日时，
日均游客量将达到 15万人。

东 湖“ 绿 堤 ”建 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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