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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水域污染、过度捕捞等生存威胁

如何留住可爱江豚
本报记者 刘 瑾

凡是环保投资一分不少，凡是损害环境带来的效益一分不要

绿色成为中原油田鲜明底色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于银花

企业开展生产工区

周围的生态监测，在全国

国有企业中并不多见。

这是中原油田积极践行

社会责任，推进绿色发展

的一个缩影。中原油田

在环保工作上始终坚持

高标准，狠抓环境风险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绿色

发展已成为油田建设中

最鲜明的底色

近日，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完成
了今年首轮生态跟踪监测现场采样
工作。据了解，此次生态跟踪监测覆
盖普光、大湾、毛坝3个区块，以净化
厂为主体区域，共布设 25 个监测点
位，采集29类452种植物、土壤样品
75 个，取得植物叶绿素、pH 值数据
916个。数据分析表明，气田区域植
物生长未受气田生产干扰，各项生理
指标均维持在正常含量范围内。

多级承包

重大环保风险全部销项

普光气田净化厂在开停机过程
中，极易发生尾气排放瞬间超标的问
题。这一问题在国内外使用克劳斯
炉净化高含硫天然气的高酸气田都
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今年以来，中
原油田实施了装置间跨线运行、加氢
单元预硫化、延长催化剂热浸泡时间
等措施。同时，改进液硫池废气治理
流程，降低尾气排放浓度，最终实现
了开停机尾气的达标排放。

至此，去年下半年油田自查出的
环保一号风险于今年初顺利销项。

以“识别大风险、消除大隐患”为
原则，中原油田强力推进重大环保风
险的治理。去年，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调查，中原油田查出13个重大环境风
险。在降本增效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油田自筹资金723.71万元投入隐患
治理，主管领导和各分委员会、相关
业务部门多级承包，严格督促推进。
去年底，13个重大环境风险全部治理
完成，降为较大或一般环境风险。目
前，全油田环境风险全面受控，环保

治理状况持续向好。
只有从源头上做好监测和防范，

才能尽可能少地产生环保风险。中
原油田加强环境监测，实现了环境监
测全覆盖。特别是普光气田在行业
内首次开展了生态跟踪监测，每年对
气田和周边区域环境空气、地表水、
土壤、植被等6大要素进行连续监测，
跟踪生态恢复效果，至今已获得监测
数据 2.5 万余个，对比照片 1400 余
张，积累了大量生态现状和恢复效果
的基础数据。

气田和周边环境长期连续监测
的结果显示，当地的水体、大气仍保
持了原有环境功能，普光气田开发建
设没有对周围环境和生态带来不良
影响。开发至今，油田在巴山蜀水间
采出金山银山，当地依旧绿水青山。

消除燃煤锅炉

为大气污染防治担责

去年，河南濮阳市被列入京津冀
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原国家环保
部要求以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为核
心，进一步提高环保要求，多措并举强
化大气污染防治。为切实做好这项工
作，中原油田对74个涉气管控点实行
业务主管和环保监管“双管制”。同
时，实行“三单制”问责制度，对存在问
题的单位一次交办整改、二次催办通
报、三次移交问责。通过现场督查，共
下发告知单16份、催办单4份、约谈问
责单位4家，有效推进了工作落实。

在集中行动中，油田重拳出击，
在短时间内完成了3大项目的治理。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中要求燃煤锅炉执
行特别排放限值。当时，中原油田供
热管理处有5台在用燃煤锅炉，不能
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关
于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油田斥资
480万元，对燃煤锅炉全部实施了煤
改气改造，彻底消除了燃煤锅炉。

石油化工总厂罐区一度存在有
机化合物挥发污染，油田对4座2000
立方米汽油储罐、11座500立方米储
罐、5座200立方米苯及脱苯芳烃储
罐进行综合治理，将收集的罐顶气通
过引风机送至低压瓦斯管网，作为加
热炉和锅炉燃料，实现综合利用，每
年减少有机化合物排放量14.24吨。

此外，针对石油化工总厂汽车装
车系统无油气回收设施问题，采用低
温冷凝—吸附工艺对汽车装车系统
进行改造，将装车过程产生的挥发性
油气进行密闭回收。去年至今，油田
接受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督查9次，
均获好评。

加快结构调整

规模化布局新能源

节能减排是打造绿色油田的现
实需要。但是，经过40多年的运行，
中原油田工艺设备老化，要想从源头
上实现高效运行难度很大。为此，中
原油田着眼长远，开源节流，积极推
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以污水余热为主热源，以新建地
热井钻采地热水作为补充热源，中原
油田加大地热余热资源综合利用。近
年来，利用新型热泵技术，完成4个厂
区的办公区和住宅小区地热余热供暖

改造，供暖面积达104万平方米。相
比原供暖方式，每年节约标煤1.1万
吨，减少碳排放2.9万吨。

油田生产前线联合站周围一般
比较空旷，油田充分利用空置场地开
发光伏发电。正式运行濮东采油厂
桥口、马厂两个光伏发电项目，总装
机容量为 3645 千瓦，年发电量 368
万千瓦时，全部供应联合站内部的生
产与生活用电，年节约标准煤 1155
吨，减少碳排放785吨。

与此同时，油田把科技作为节能减
排的“发动机”，通过集成配套和加强管
理，不断突破节能减排瓶颈，极大地提
高了科技对节能减排的贡献率。

普光气田生产受“川气东送”天
然气供应的“调峰”定产影响，造成采
输量受限、装置开停频繁、工况大幅
波动、长期低负荷运行等一系列难
题。为此，油田开展大型天然气净化
装置能耗控制技术研究，通过对历史
运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和装置数控
仿真模拟分析，探索不同运行负荷下
的高效低耗生产控制技术，创新形成
不同运行负荷对应的节能运行模式，
实现了普光气田安全、节能、高效、长
周期运行，2017年处理原料气73亿
方，单耗下降9.8%，综合能耗节约4
万吨标准煤。

采油注水系统能耗占油田生产
用电负荷的40%。中原油田加大泵
机组优化改造，推广新型对置式大排
量柱塞泵，满足“大排量、高压力”的
注水需要，改造机组时率达到90%，
注水标耗下降10%，分别比同型号柱
塞 泵 和 原 离 心 泵 效 率 提 高 5% 和
15%，年可节约电能200万千瓦时。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大力实施能源项目，以太阳能、水能、风能等清洁
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因地制宜实施农光互补、渔光互补、林光互补，不仅形成
了一条集光伏发电、农业种植、渔业养殖、林业休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生态
旅游农业光伏产业链，更有效推动了能源结构的持续优化，为湖州生态文明
建设注入绿色动能。2018 年上半年，湖州累计新能源发电量 8.59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51％，相当于减少煤炭使用量约34.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85.64万吨。图为在湖州市和孚镇陈塔村，养殖户清理光伏板下鱼塘内的
漂浮物。 （新华社发）

由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的长江江豚科学考察及长江珍

稀物种拯救行动考察结果表明，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初见成

效，但其种群极度濒危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在西藏林芝鲁朗自然堂喜马拉雅公益植物园，西藏农牧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院长邢震（右一）与当地藏族群众一起种下龙胆草幼苗。 本报记者 刘 蓉摄

每年的八九月份，在西藏林芝鲁
朗，可以见到一种白蕊蓝瓣的小花，
它们盛开在高原绿色的原野上，盛开
在粗粝的沙石缝中，鲜艳的色彩映衬
着高原的蓝天。

这种花学名叫蓝玉簪龙胆，是喜
马拉雅地区特有的植物。“蓝玉簪龙
胆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
是藏药的常用植物，可用于治疗天
花、气管炎和咳嗽等。它生于海拔
2500 米至 4800 米的山坡草地、河
滩、高山草甸、灌丛及林下。”西藏农
牧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邢震
介绍，西藏的林芝、江达、芒康等地是
蓝玉簪龙胆的主要分布区，林芝鲁朗
是其集中分布点之一，是其生态栽培
的适宜区域。

近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
伽蓝集团旗下品牌自然堂在林芝鲁朗
开展“以你之名，种草喜马拉雅”公益
行动，号召公众保护喜马拉雅地区的
植物多样性。他们在自然堂喜马拉雅
公益植物园种下百株龙胆草幼苗，同

时启动龙胆草生态栽培示范项目，为
实现原生栽培龙胆草，对喜马拉雅地
区资源保护利用提供科学支持。

“喜马拉雅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孕育着上万种植物，肩负维系全球生

态平衡的重任。”伽蓝集团执行总裁
刘玉亮说，龙胆草人工栽培以保护青
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为出发点，以蓝
玉簪龙胆茎段为繁殖材料，结合种子
播种繁殖，通过组织培养、扦插等手

段，通过工厂化生产获得大量幼苗。
“我们计划通过2年的科学实验和栽
培技术集成，在鲁朗基地形成先期5
亩的生态栽培示范区。最终在 5 年
内形成占地50亩的龙胆草生态栽培
示范基地，在保障公司生产原料需求
的同时，为西藏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本
土植物材料。”

2018年，伽蓝集团与林芝市政府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当地实施“五个
一”工程。其中，“一园”是自然堂喜马
拉雅公益植物园。今后，植物园将以

“公司+农户+基地”的模式助力精准扶
贫，引导当地百姓种植和管理龙胆草，
由伽蓝集团予以收购；“一馆”是自然
堂喜马拉雅植物博物馆，对喜马拉雅
地区丰富的植物资源进行展示、教育
和科研等；“一司”是林芝伽蓝喜马拉
雅科研中心有限公司，将引进现代植
物加工科技和工艺，以喜马拉雅特色
植物为原料进行深加工；“一院”指自
然堂喜马拉雅美丽研究院，目标是成
为世界级的喜马拉雅知识专家和资料
库；“一店”是自然堂品牌源头主题
店。“目的是为了呼吁公众共同关注喜
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保护当地
的植物多样性贡献力量。”

“种草喜马拉雅”公益行动保护植物多样性

让高原龙胆花开更艳
本报记者 刘 蓉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财
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发布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
法》，以加强和规范林业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
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林
业生态保护恢复。

《办法》规定，林业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是指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用
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社会保险、
天保工程政策性社会性支出、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完善退耕
还林政策、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等
方向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办法》明确，林业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完善退耕
还林政策现金补助标准为：长江流
域及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

125 元，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亩
退耕地每亩补助 90 元。补助期限
为：还生态林补助8年，还经济林补
助5年。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
标准为：退耕还林每亩退耕地现金
补助1200元，五年内分三次下达，
第一年500元，第三年300元，第五
年400元；退耕还草每亩退耕地现
金补助850元，三年内分两次下达，
第一年450元，第三年400元。

《办法》要求，各级财政、林业和
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快预算执行，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结转结余的林
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按照财政部
关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处理。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使用
管理应当全面落实预算信息公开有
关要求。

两部门印发办法

加强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

渔光互补兴产业

近年来，有关机构、部门乃至社
会各界都在协同努力保护江豚。江
豚是鼠海豚科的一个物种，人们对
长江江豚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它
萌萌的微笑。大大的脑袋，小小的
眼睛，加上微微上翘的嘴角，这副天
生的笑脸让它赢得了“微笑天使”的
美名。然而自20世纪以来，长江江
豚的生存状态一直堪忧，早在1996
年就被列为了濒危物种。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
示，由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的长江
江豚科学考察及长江珍稀物种拯救
行动，参加单位包括国内主要豚类
研究机构、长江中下游各豚类保护
区管理部门、渔政管理部门、公益环
保组织和志愿者。自2017年11月
10日至12月31日共历时52天，覆
盖了宜昌至上海 1669 公里的长江
干流及洞庭湖和鄱阳湖。

“本次科学考察估算长江江豚
数量约为1012 头，其中，干流约为
445 头，种群趋于向受人为扰动较
少的江段集中，过半数水域种群持
续下降或没有发现，种群分布呈碎
片化特征。洞庭湖约为 110 头，鄱
阳湖约为 457 头，两湖中丰水期分
布较为广泛，枯水期主要分布在河
槽和大型沙坑中。”于康震说。

考察还发现，长江江豚在长江
干流内以湖北鄂州至安徽安庆江段
分布密度最高，湖北宜昌至鄂州江
段分布密度居中，安徽安庆至上海
江段江豚分布密度最低。干流内长
江江豚喜好分布在坡度平缓的自然
岸带或洲滩，种群呈现围绕沙洲分
布的特征。鄱阳湖是野外江豚分布
密度最高的区域，洞庭湖次之，两湖
是长江江豚最重要的栖息地。

长江江豚面临的主要生存威胁
是水域污染、工程建设、航运发展、

过度捕捞等人类活动。自 2016 年
长江大保护政策实施以来，长江水
生态环境大有改观，人类活动和江
豚自然栖息地保护得到有效监管，
这也是江豚种群数量维持稳定的重
要原因。

从考察情况看，社会对长江
江豚的保护意识在增强。湖北省
及湖南、江苏等地江豚保护民间
组织发展迅速，长江中下游区域
活跃着近 20 个与江豚保护相关的
民间组织。

世界自然基金会江豚项目负责
人张新桥表示，希望通过开展各类
公益活动，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把对江豚的爱护之心转化为共同的
保护行动。

“考察结果表明，长江江豚种群
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但
其极度濒危的状况没有改变、依然
严峻。”于康震表示，为遏制长江江
豚种群急剧下降的态势，农业农村
部分别从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
工繁育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如
在人工环境中建立了3个繁育保护
群体。

对于下一阶段工作安排，于康
震介绍说，首先是加强长江江豚就
地保护工作，制定固定考察机制，定
期跟踪评估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及分
布特征，做好长江江豚自然种群及
其栖息地的保护；其次，推动长江江
豚迁地保护工作，新建长江江豚迁
地保护基地和推动长江江豚进水族
馆，扩大迁地种群数量，降低系统性
风险；第三，加强个体交流，强化遗
传多样性管理，提高种质质量；第
四，稳步推进长江江豚人工繁育研
究，开展长江江豚遗传物质保存，实
现多层次、多途径长江江豚保护
策略。

普光气田开发近9年，周边青山依旧，绿水长流，气田连续3年被四川省评为“环保诚信企业”，2017年正式列入国家
绿色矿山名录。 白国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