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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生态资源就是最宝

最具价值的发展资本”的理
念，山东青岛的中德生态园做
起了“减法”
：
“减”掉雨水管
线、“减”掉污水管线、“减”
掉集中供热……为达到园区万
元 GDP 能耗 0.23 吨标煤、碳
减排率 64.6%的目标，中德生
态园不仅设置了绿强度、碳排
放指标的“天花板”，还积极
采用新技术、新方案，画好生
态发展蓝图，保护和展现生态
之美
本报记者

中德生态园景色宜人。
地下管线不断延伸、雨污分流、集中
供热……这是很多城市目前正在做的“加
法”。而位于山东青岛的中德生态园则反
其道而行之，做起了“减法”：他们将
“减”掉雨水管线，建设海绵城市；“减”
掉污水管线，实施中水回用和生物质能源
利用；“减”掉集中供热，实施非化石能
源分布式供热，并按照德国 DGNB 绿色
认证体系进行区域认证。
这种与众不同的做法，诠释了其以生
态为马首是瞻的全新理念。据介绍，中德
生态园的目标是：建成后的园区万元
GDP 能耗达到 0.23 吨标煤，碳减排率为
64.6%，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

用好“标准尺”
，画好生态图
5 大类、40 大项、777 个子项
指标为园区开发设置了绿强度、碳
排放指标的“天花板”
青岛中德生态园是我国首个国际合作
生态园区，为打好生态这张牌，他们坚持
生态为底、标准为先，建立界定发展路线
的生态标准体系。
借鉴德国生态园区模式、评价体系及
政策体系，结合园区定位和特点，中德生
态园围绕经济优化、环境友好、资源节
约、包容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目标要求，
提出了 5 大类、40 大项、777 个子项指
标，包含 31 大项控制性指标、9 大项引导
性指标，其中 6 项为首次提出。这些标准
体系为园区开发设置了绿强度、碳排放指
标的“天花板”
。
以标准为支撑，中德生态园引进国内
外一流专业机构，高标准编制了园区概念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30 余项规划，
承接生态指标体系，指导园区开发建设。
根据规划区自然本底特征、生态敏感性分

布情况，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同时，建
立常态化、制度化的规划实施评估机制，
并强化了检测机制，针对园区大气、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噪声等环境因素，委
托专业资质机构，自 2014 年起连续开展
环境指标监测，共布设监测点位 65 个，
采集各类指标数据 500 余次，分析数据近
6000 个，科学确定环境承载能力，强化
空间布局管控。
这种对生态环境的极致保护，受到了
跨国投资企业的认同。通过开展项目选址
地土壤质量检测等措施，世界 500 强企业
德国大陆集团经过 2 年多时间在全国选址
后，最终被中德生态园良好的生态政策打
动，确定汽车配件项目在此落户，实现了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

护好绿水青山，展现生态美
坚持低强度开发，保护地理地
貌。中德生态园在建设开发中，避
免大拆大建、大挖大填，充分利用
原有地貌肌理，确立了几条硬杠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在园
区建设中，始终以这一理念为指引，坚持
生态资源就是最宝贵的稀缺资源，生态资
本就是最具价值的发展资本。”中德生态
园管委会主任赵士玉说。
坚持低强度开发，保护地理地貌。中
德生态园在建设开发中，为避免大拆大
建、大挖大填，充分利用原有地貌肌理，
确立了几条硬杠杠：保证区域原有地貌和
肌理保护比例≥40%，城市次干路原地形
利用率≥50％，城市支路原地形利用率≥
70％。
譬如，在建设占地面积约 4.3 万平方
米的市民休闲空间时，区域内最大高差约
15 米，最宽处 353 米、最窄处 96 米，规

划建设难度很大。为此，园区采用低强度
开发理念，运用线条叠加的手法，顺坡借
势，南部高地打造主题公园，北部基坑改
造水景园林，同时大量采用透水铺装、水
流控制等技术，将之建成集绿化景观、市
民休闲、演出展示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生态
公园。
水系是园区的生态之魂。为实现河道
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中德
生态园因地制宜地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
他们规划了水源保护及湿地 350 余公顷，
修复了山龙河、山王河、九曲河 3 条重要
水系，小型水库及塘坝 24 座。改造提升
了河洛埠湖，打造了滨湖生态公园。同
时，积极打造田园环境，确立了“300 米
见绿地，500 米见公园”、人均绿地面积
不低于 15 平方米的硬指标。为此，中德
生态园还结合商住区、工业区建设，鼓励
入驻企业在厂前屋后栽种补绿，推广生态
绿篱，逐步替代水泥墙、铁栅栏，建设绿
色厂区、绿色街区、绿色社区。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提升，近年来中
德生态园环境不断优化，吸引了白鹭、鹬
鸟、翠鸟、戴胜、角枭等众多鸟类安家落
户，再现了“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上青天”的诗意美景。

创新建设理念，打造生态城
建设并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绿
色建筑、推行绿色能源，中德生态
园积极采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
案，让大楼更节能
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如何生态化？中
德生态园采用了新理念、新技术、新方
案，让大楼更节能。
被动房便是典型案例。被动房即被动
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是国际认可的一种

中国铁建二十二局：

让青山绿水环绕工地
本报记者 齐 慧
10 月 31 日上午，贵州遵义茅台机场首
次通航。首趟航班上，10 位身着统一制服
的乘客在机舱内格外显眼，他们是特邀嘉
宾，中国铁建二十二局集团 10 名茅台酒厂
扩建工程的建设者。
“之所以受此礼遇，
主要是因为在扩建工
程施工中，
我们特别注重环境保护，
让周边环

通讯员 孔祥文

境保持着绿水青山。”扩建工程项目书记孙
振平说。
记者随孙振平来到扩建工程现场，这
里依然一派繁忙。项目员工汝小朋正在安
装绿网，
“装上绿网，扬尘减少了，原本灰突
突的土体，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汝小
朋所说的绿网，是一种覆盖在土体上的网

航拍的扩建技
改工程，可以清晰
看到，在崛起一排
排新厂房的同时，
周围依旧是绿水青
山。
孔祥文摄

状材料，
既防尘又美观。
虽然成本提高了，
但项目指挥部却毫不
犹豫。扩建项目环山酒库边坡治理沿线近 2
万平方 米 的 裸 露 土 体 ，已 全 部 披 上 了 绿
网。
茅台酒“十二五”扩建技改工程，位于
现有老厂区上游，占地面积 2176 亩，沿赤
水河河岸线延伸约 7 公里长，总建筑面积
为 139.59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制酒生产厂
房、制曲生产厂房、酒库、办公楼以及厂区
道路等。扩建工程占地是现茅台集团总部
的 54%，
而建筑面积是后者的 70%。
如此高的密度，又紧靠河岸，对建设的
环保标准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知道，
茅台被称为“国酒”，享誉世界，其独特的风
格和品质与周边环境以及赤水河的水质息
息相关。建设中稍有不慎影响了环境，将
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中铁二十二局副总经理兼集团茅台酒
扩建项目指挥长孙锡寿介绍，从入场伊始，
他们就树立了绿色理念。在过去 5 年的施

刘

成摄

集高舒适度、低能耗、经济性于一体的节
能建筑技术。2016 年 9 月 22 日，中德生
态园被动房技术体验中心建成投入使用。
青岛被动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正
杰告诉记者：“被动房技术体验中心一共
有 1.3 万多平方米的建筑，全部采用了被
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不用采暖和
空调系统便实现了冬暖夏凉，预计每年可
节约一次能耗 130 万千瓦时，节约运行费
用 55 万元，减少碳排放 664 吨。与现行
国家节能设计标准相比，节能达 92%以
上。”
同样是在 2016 年 9 月 22 日这天，总
建筑面积约 8 万平方米的中德生态园被动
房推广示范小区项目也举行了奠基仪式。
记者日前在项目现场看到，这片示范小区
已盖到了五六层楼高，工作人员说，预计
2018 年将全部建成，届时，这里将成为
中国被动房居住建筑大面积推广的示范典
型。
推行绿色能源，也是中德生态园打造
生态之城的重要选项。他们启动了新能源
地源热应用、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利
用、分布式能源系统工程及泛能网等有关
示范项目的建设实施。与美国高盛 AOC
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集团等国内外企
业合作，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统
一管理园区光伏发电项目资源。建成太
阳能、地源热能源系统 7102 千瓦，为 15
个社区居民及德国企业中心入驻企业提供
可靠的生活热水。采用 PPP 和特许经营
模式，建设国内首个泛能网项目，实现清
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目前已
完成能源运营管理中心和 3 个子站建设，
实现全国首例园区型泛能网网络化运营，
供能面积 60 万平方米，进入冬季供暖零
耗煤新模式。据测算，中德生态园全部建
成后，清洁能源利用率将达到 84.6%，可
再生能源利用率达到 20.6%，综合节能率
为 50.7%。

工中，他们将环保施工列为重中之重，在制
定施工作业方案的同时制定详细的环保施
工方案，并坚持在下达技术交底的同时下
达环保交底。项目部还成立了环保专项领
导小组，每周对各责任区开展环境污染隐
患排查，每月对全体人员进行环保法律法
规培训等。
对于赤水河，项目部格外重视。常务
副指挥长袁毅介绍说，和其他项目不同，
在施工现场，职工们专门修建了沉淀池，
生产、生活污水先排入沉淀池，检测达到
排放标准后才可排入指定管道；对化学用
品、外加剂等，严格落实实名领取使用及
责任制度，从源头上杜绝对河水污染的可
能性；他们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收集雨水，
进行共同沟养护”的绿色施工理念，不仅
节约了水资源，也切实减少了对赤水河的
污染。
项目部还以创新工艺打造生态工地。
通过安装道路自动喷淋洒水系统，对施工
道路进行喷水降尘，保持地面湿润，减少人
工和机械洒水；加大洒水车对厂区及施工
现场作业频率，道路定期冲洗、定时洒水；
购置除尘雾炮机，对施工区域进行喷洒，改
善作业面环境……
“绿色”施工呵护下的工
地焕然一新。
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实现封顶单体建
筑达 260 多栋，建成厂区公路主干道约 17
公里，累计完成产值突破 70 亿元。通过严
格管理，项目建设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环
境污染事故，不仅工程进展顺利，也确保
了青山绿水环绕工地。

——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贵的稀缺资源，生态资本就是

社区有了智能垃圾桶

为保护生态做减法

宜居是市民对居
住环境的期许 ，干净
住环境的期许，
整洁是其中最基本的
要求。
要求
。 但近年来
但近年来，
，受
人口聚集、
人口聚集
、城区扩张
等因素影响，
等因素影响
，城市垃
圾总量不断攀升。
圾总量不断攀升
。数
据显示，
据显示
，全国有三分
之一以上的城市遭遇
“垃圾围城
垃圾围城”
”
困局。
困局
。破
解“ 垃圾围城
垃圾围城”
”，加快
推进垃圾分类迫在眉
睫

深圳破解﹃垃圾围城﹄难题

青岛中德生态园：

“垃圾分类难以有效
实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居民垃圾分类习惯尚未养
成。”深圳承轩浩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惠军
告诉记者，承轩浩业公司
研发的“物联网＋社区智
能分类回收垃圾桶”，
将物
联网技术与城市环卫管理
系统相结合，推出基于云
管端顶层架构的涵盖环卫
设 备、垃 圾 运 营、清 扫 保
洁、智能信息系统、素质教
育等在内的智能化城市环
卫管理的一揽子解决方
案，有望实现城市智能垃
圾分类、智能收储运和垃
圾 100%资源化三段一体
化运营。
利用该系统，在社区
内，可通过智能垃圾分类
设施，
引导、激励社区居民
正确、有效分类投放垃圾；
在社区外，可通过智能垃圾桶与环卫工人穿着佩
戴的智能环卫服、智能手环等设备连接，
实时监控
垃圾投放与清运情况；
在线上，
利用数字化智能环
卫监管系统，可通过 GPS 定位、经过云平台实现
智能环卫设施与管理平台的数据交换和传输，实
现对环卫系统车辆、人员、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小
区垃圾分类智能识别系统等环节进行全程实时智
能化管理，
有效提升环卫作业质量，
降低环卫运营
成本，进而提升垃圾减量化、无害化与资源化程
度。
“激励手段是提升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有效
方法。”罗惠军表示，
记者看到，
社区智能垃圾回收
房上贴有垃圾分类指引说明。通过 APP 二维码
扫码或刷物业卡，可选择相应门类进行垃圾投
放。内部垃圾桶通过自带的称重功能可计算出分
类投放的垃圾价值，并以资金的形式实时返还至
居民 APP 或物业卡的个人账户。居民可将这部
分资金提现，也可用其在配套的社区自动售卖机
中购买垃圾袋、饮料、食品等。
罗惠军介绍说，与智能垃圾回收房配套售卖
的垃圾袋上也印有二维码，居民可直接通过扫描
袋上二维码进行垃圾分类投放。不仅如此，通过
此类智能投放举措，还能有效监控居民垃圾投放
情况。一旦出现乱投乱放情况，后台管理系统能
及时定位至个人，进而可采取相应的督导措施。
另外，在 APP 上，居民还可通过参与环保知识答
题的方式获取积分。积分越高，垃圾分类投放后
返还的金额等级将相应提高。
智能垃圾桶安装有 GPS 定位与温度感知系
统，具有装满报警功能，且自带太阳能充电系统，
可实现 7×24 小时不间断供电。在温控方面，据
了解，全国各城市约有 10%至 20%的垃圾桶因扔
烟头导致烧毁。智能垃圾桶在达到 85℃后会自
动报警，
并自动通知附近的环卫工人。
通过物联网将智能设备连接并返还数据至中
央监控系统能达到有效监管城市环卫体系的目
的。在承轩浩业的大数据监控室，
记者看到，
在其
绿色生活系统平台上，
能实时监控用户垃圾分放、
智能设备分布等情况，并能实时观察每月垃圾投
放分类统计数据。罗惠军表示，该系统可有针对
性地对政府相关机构、社区、物业等开放，为其提
供大数据智能管理。
今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体系，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并在 46 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 这为我
们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会。”罗惠军说，预计今年
内将完成在 200 个社区试点投放“物联网＋社区
智能分类回收垃圾桶”工作。

湿地治理见成效

安徽合肥市滨湖新区 3 公里长的塘西河综合
治理初见成效，预计整个塘西河水质治理工程将
在今年年底完工。届时，塘西河水质主要指标将
达到Ⅳ类标准，
可实现水清、
鱼游、
岸美，
形成滨湖
新区境内重要的滨水开放空间和景观廊道。
陈明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