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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焦作加快公路绿色廊道建设

有好路必须“绿”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詹长松

本报讯 记者柳洁、通讯员邓

志强报道：种树不仅能获得生态价
值，还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这一
义务植树的新尝试正在武汉开展。
10 月 20 日，武汉市绿化委员会开
启“绿链森林”项目，该项目将通过
区块链技术，把树木和栽树者紧密
连接，让参与义务植树的市民随时
跟踪自己种下的树木的情况。

技术人员向记者演示，参与者
在完成植树活动后，只需要在手机
中打开“绿链森林”小程序，利用手
机的定位和测量功能“扫一扫”“点
一点”便可现场完成义务植树登记
工作，整个过程仅需1分钟。此时，
植树信息进入后台区块链保存，不
会丢失和被篡改。

完成义务植树的树木登记后，
参与者还可以利用“绿链森林”平

台，在地图上查看自己种植树木的
位置，以及树木的高度、冠幅、基
径等信息，随时了解自己种下的树
木情况，参与树木的养护。

“栽树者还将不断获得植树的
碳积分，这些积分后期可以用于
交易，转化为实际收益。”武汉市
绿 化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主 任 方 义 介
绍，按目前湖北碳交易所25.5元/tCO2

的价格计算，一株行道树每年可
产生 1 元至 3 元碳汇价值。他表
示，“绿链森林”将给广大市民提
供更加方便、快捷的义务植树平
台，以鼓励更多人参与到义务植
树活动中。

“绿链森林”的微信小程序将于
2018年年底在武汉市上线试运行，
手机 APP预计将于 2019年上半年
在全国上线运营。

青岛冠中生态公司开创喷播木本植物群落恢复植被

高科技让植被恢复不再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逶迤上
行，记者来到了位于河北省张家口
市宣化区深井镇东部的山地中。放
眼望去，蓝天白云下，连绵的山丘上
布满了黑褐色的太阳能光伏板，而
光伏板上方，用于风力发电的白色
风车有序矗立。这里是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公司的首个风

光互补项目——阳城子风光电站所
在地。

阳城子风光电站归属张家口地
区电网，而张家口地区电网担负着

“西电东送”的重要任务，是京津唐电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平均海拔
约1200米，主导风向为西北方向，风
力资源较好；纬度偏北，地势较高，云

量较少，大气透明度好，年日照小时
数为2900小时至3100小时，太阳能
资源十分丰富。

国家电投集团河北公司张家口
分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赵强平告诉
记者，受季节更替和天气变化影响，
单独的风力发电或太阳能光伏发电
都存在着发电不稳定的缺陷。但风
能和太阳能具有天然的互补优势，白
天太阳光强，风少；夜间风多，没有
光。从季节来看，夏天光照好，风弱；
冬春季节风大，光照弱。“风光互补发
电系统充分利用了风能和太阳能资
源的互补性。”赵强平说。

利用张家口地区充足的风能和
光照优势，国家电投集团河北公司探
索出一种具有较高性价比的新型能
源发电系统，实现了新能源行业的多
样化发展。2017 年，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组织全国 25 家发电公司的
332 家光伏发电企业开展全国光伏
电站生产运行指标对标评比，通过对
电量指标、能耗指标、设备运行水平
指标、设备可靠性指标进行综合评
价，阳城子风光电站获得华北地区河

北省一等奖。
发电效益的提升与信息化管理

密不可分。“偏远散小、点多面广”是
山地风光电站的基本特征。公司工
作人员和海宽说，阳城子风光电站主
控室能够将山上生产区域的所有发
电设备以及站内的电气设备的电气
信号汇集到一起，同时也可以将控制
命令下达到每一个发电设备。而位
于张家口分公司的生产运营中心，则
能够将张家口分公司管理的 4 个电
站的情况一览无余。

阳城子风光电站 2014 年投产，
清洁绿色发展效益明显。截至今年
8月底，共贡献清洁电能7.10亿千瓦
时，节约标煤 21.9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57.6 万吨，减少二氧化氯排
放 1865.1 吨 ，减 少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1622.8吨。

建立完整产业链，创新光伏发展
模式一直是国家电投集团的努力方
向。国家电投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集团是国内唯一一家生产电子级多
晶硅的企业，在全国率先形成了多晶
硅制造—切片—太阳能电池、组件—
光伏电站建设—光伏电站运营—科
技研发于一体的完整的光伏产业
链。这位负责人介绍，国家电投将不
断挖掘多能互补潜力，提升清洁能源
利用水平。深化“水光互补”“风光互
补”等模式的技术应用，进一步提高
能源综合利用率，降低清洁能源成
本。预计到 2022 年，光伏售电成本
有望降至 0.23 元/千瓦时，满足光伏
平价上网需求。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充分利用风能和太阳能优势

“风光互补”发电风光无限
本报记者 亢 舒

在山东青岛仰口隧道口，记者
看到一片茂密的树林。“刚刚挖通
时，整个隧道口四周都是裸露的山
体和水泥护坡。”青岛冠中生态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剑平告诉记者，
通过运用公司自主研发的技术修
复，这里的树木更加粗壮、树林更加
茂密，完全看不到当初寸草皆无的
样子。

“边坡的植被恢复难，因为坡度
陡，水土容易流失，经常会出现一年
绿、二年荒、三年死的情况，导致后
期还要再投入大量资金重新修复。”
许剑平说，公司能一次修复，且不需
要人工维护，形成植被自我循环生
长，其中的关键，是利用“高次团粒”
土壤和团粒喷播技术，为植物发芽
生长创造理想的土壤条件。

技术支撑攻坚克难

冠中生态公司自主研发的“高
次团粒”土壤和团粒喷播植被生态
恢复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植被修复
中。“高次团粒”土壤主要由黏土、有
机质、植物纤维、肥料、土壤稳定剂
等多种材料经过精准配比混合，加
定量的水调制成泥浆状混合物，再
和团粒剂溶液发生“优粒化”反应，
最终制备出一种性能独特的人工土
壤。“这种‘高次团粒’土壤具有极强
的结构稳定性，能抵抗雨蚀、风蚀、
不发生水土流失现象；同时具有海
绵一样的蓄水功能，孔隙率高、保水
性强，非常适合植物生长；还含有丰
富的养分，能够保证植物的快速生
长。”许剑平说。

据介绍，项目施工时，会结合项
目区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边坡坡
度、绿化目标等因素，调整材料配

比，制备出最适合待修复区域要求
的“高次团粒”土壤，然后用团粒喷
播设备喷射到待修复区域地面。由
于土壤中加入了目标植物种子，一
两 个 月 的 时 间 ，树 苗 就 会 生 长 出
来。“树木在发芽和幼苗期，用的是
人工土壤的养分，待其长大后，把根
扎到原始土壤里，就会形成自然生
长的生态。”冠中生态公司董事长李
春林说，他们这种以树木为主的植
被恢复方式，彻底改变了过去以草
本植物为主的行业惯例，如今中国
整个植被恢复行业都把喷播木本植
物群落作为主流追求。

冠中生态公司在植被恢复行业
取得的成绩，让越来越多的地方把生
态恢复的难题交给了他们。面积 10
多平方公里的包钢尾矿坝的治理就
是其中之一。

“这里属严重干旱地区，年降雨
量不足300毫米，主要集中在七八月
份，其他时间基本上不下雨，但日照
时间长，夏天高温，蒸发量特别大，同
时，尾矿粉含盐量特别高，这些都对
植物发芽生长极其不利。我们经历
了多次失败，最终攻克了在这种高
温、高盐、干旱区域的植被恢复难
题。”许剑平说。

在试验段植被恢复成功后，冠中
生态公司在3年时间里，为包钢共完
成了50多万平方米的尾矿坝坝体植

被恢复，恢复后的坝体郁郁葱葱，有
效地阻止了矿粉扬尘。

啃下众多“硬骨头”

“之所以能攻克这个高难度项
目，源于我们的研发力量。”作为技术
研发带头人，许剑平告诉记者，他们
先后完成了 pH 值 9.5 左右的强碱性
工业尾矿坝“山东铝业赤泥堆场项
目”，完成了江西赣州强酸性土壤的
植被恢复。对这些污染土壤的治理，
他们研发出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工艺，
根据污染土壤和污染物质的性质、酸
碱指标等，在一定深度内进行酸碱中
和、污染物置换。“迄今为止，冠中生
态获得已授权和已受理的发明专利
有 40 多项，还承担了几项国家课题
的研发。我们还主持了国内首部行
业标准《边坡喷播绿化工程技术标
准》的制定。”

从去年开始，冠中生态公司又把
高原地区生态恢复作为重点课题进
行研究。

2017 年 3 月份，应西藏拉萨市
政府的邀请，许剑平带领研发团队来
到了拉萨，应对当地遇到的“沙丘上
山”的风积沙地难题。

研发组经过反复调查和实验得
出结论：“沙丘上山”的原因是高原日
光照度强，而当地雅江两岸因温度差

异大产生了气压差，气压差促成空气
流动，形成了大风，再加上河床大面
积裸露，因此大风吹动河沙到处移
动，从而形成风积沙地。“如果有丰富
的植被，就会降低温差，锁住沙土，阻
止河沙移动。”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治理思路。
他们把试验区选定在贡嘎机场对面
的风积沙地上，充分调查了当地的水
文气象资料和适合的植物种类，通过
独特的植被恢复技术，于当年4月底
完成了 1 万平方米试验段的苗种喷
播，5 月初，苗木开始陆续发芽。到
了初夏，一大片绿洲就出现在荒芜的
山岭中。

“我们在试验区设了 3 个气象
站，对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风
速、风向、光照等进行实时监测，经过
一段时间的观察，每当下午起风时，
试验区周边的河沙还是随风移动，但
是试验区被植被覆盖的地方，沙粒不
再移动。另外监测数据显示，在全天
气温最高时间段上，植被覆盖的试验
区域内气温比裸露沙地的气温要低
10摄氏度左右，两岸温差小，风也就
小了。”许剑平说。

冠中生态公司独特的植被恢复技
术，引起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相
关部门的极大兴趣。乌兹别克斯坦先后
两次组团来到冠中生态公司考察，并与
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利用自主研发的“高

次团粒”土壤和团粒喷播

植被生态恢复技术，青岛

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修复了破损山体、混凝土

边坡、高陡裸岩边坡、强

酸强碱强盐土地、有毒工

业尾矿等多种特殊地质

环境的植被。经他们修

复的地方，一般1至2个

月就能实现裸露边坡复

绿，3至 6个月就看到郁

郁葱葱的树林

金秋稻田似画卷

金秋时节，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8 万亩水稻喜获丰收，

金黄色的稻田与蓝天白云一起，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图为巍山县庙街

镇盟石村农民在驾驶收割机收割稻谷。 张树禄摄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阳城子风光电站。 本报记者 亢 舒摄

湖北武汉建网上全民义务植树平台

“互联网+”植树谋加法效应

远嫁他乡的沈明馨日前回河南
省焦作市博爱县金城乡探亲，平整
干净的道路、路边错落有致的绿化
带和极具地方特色的“竹文化”小公
园，都让她吃惊。“真没想到，短短两
年时间，家乡的变化这么大！”

沈明馨口中的变化，是焦作市
正在进行的绿色廊道建设所取得的
成果。

近年来，焦作市大力提升路网
结构、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公
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 197 公
里，高于全国和河南省平均水平。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路两
侧绿化、美化工作相对滞后，不但影
响群众生活、出行环境，还影响焦作
对外形象及经济发展。

2016年，焦作市提出加快公路
绿色廊道建设，依托焦作—博爱—
沁阳—孟州、焦作—武陟、焦作—云
台山等 6 条干线公路，打造总里程
185公里的绿色生态交通廊道。

“绿色廊道建设，提升了路域环
境，改善了群众出行、生活环境，助
推了环保治理、全域旅游发展，为焦
作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注入了
新动力。”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说。

尝到甜头后，焦作市围绕 4 条
高速公路、8条干线公路和县道，去
年 11 月又开工建设共计 306 公里
绿色廊道。

2017年，焦作被划入京津冀大
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这意
味着必须要实行更加严格的环保
管控措施。焦作市将绿色廊道建设
作为治理道路扬尘污染的有力抓
手之一。“生态绿化是抓好环保工作
的治本之策，焦作市在重点污染区
域、国控站点周边、中心城区之间，
编制规划建设绿色廊道，提高城市
森林覆盖率，大田苗木栽植已达到
1.2万余亩，起到了很好的降尘抑尘
作用。”主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王付
举说。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30
日，焦作市PM10浓度为108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5.6%；PM2.5 浓度
为 63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4.9%；污染综合指数为 6.34，同比
下降19.6%。

上世纪末，作为资源枯竭型城
市，焦作开始实施旅游强市战略。
通过多年对太行山的深度开发，目
前云台山等地已成为河南山水游的
代表。

在焦作，修武县有云台山、青龙
峡；博爱县有月山寺、青天河；沁阳
市有神农山、丹河峡谷、天宁寺三圣
塔；温县有陈家沟；孟州市有韩园、
莫沟；武陟县有嘉应观、妙乐寺……

“绿色廊道建设让这些旅游资
源连成片、串成线，对焦作发展全域
旅游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焦作市
旅游局局长金贵斌说。据统计，今
年国庆节期间，焦作市共接待游客
234.8万人次，同比增长47.91%，全
域旅游的态势正在形成。

建设绿色廊道，百姓是最大的
受益者。

“不仅路畅路美了，就连自家门
口也建起了花池，让人赏心悦目。”
孟州市南庄镇南庄一村村民高来成
告诉记者。

绿色廊道建设过程中，焦作市
各县（市）区在注重质量标准基础
上，处处聚焦民生。

沁阳市绿色廊道内规划建设了
多层次多树种立体景观带、街边公
园和骑行道，不仅美化了环境，还为
群众提供了更多休闲健身空间。

孟州市对过村路段按照“出檐
立柱、白墙灰瓦”的建筑风格，将过
街路段打造成古朴典雅、文明规范、
宜商宜居的亮丽风景线。

武陟县把廊道建设与便民惠民
有机融合，在 G327 国道三阳乡段
规划新修两侧 5 米便道，方便群众
安全出行。

修 武 县 高 标 准 规 划 建 设 了
S308 新改线 3 公里共计 300 亩的
绿色廊道，以及丰收路与S308新改
线交叉口等 8 处道路节点，美化了
沿路环境和居民的居住环境。

公路绿色廊道建设，不仅改善
了焦作市的路域环境、生态环境，也
增强了企业家投资焦作的信心。河
南中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海洋
表示，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
良好生态环境吸引了他，他有意在示
范区建设一个智能制造创业基地。

青岛冠中生态公司利用自主研发技

术，对福建漳州被破坏的山体进行修复。

图为修复前后的山体对比，修复前山体山

岩裸露，寸草不生；修复后，山上植被茂盛，

一片翠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