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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重型柴油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北京空气质量“优增劣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北京市
空 气 优 良 天 数 达 到 227 天 ，占 比
62.2%，比 2017 年增加 1 天，其中一
级优天数为 72 天，二级良天数为
155天；重污染日15天，比2017年减
少 9 天。全年有 3 个月 PM2.5月均浓
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的空气质量
评价标准。

“2018年全年首次实现无持续3
天及以上的重污染过程。”北京市环
保监测中心副主任刘保献告诉记者，
随着空气质量的“优增劣减”，北京蓝
天“含金量”进一步提高。

从主要污染物看，2018 年北京
二氧化硫指标已达到每立方米60微
克的国家标准；二氧化氮尚超过国标
5%；PM10 超过国标 11%，PM2.5 比每
立方米 35 微克的“目标”高 46%，仍
是北京市的大气主要污染物。

几年来，北京的空气质量有多大
的改善？来自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
数据很有说服力：2013年至2018年，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从
2013年的 58天减少到 2018年的 15
天；2018年连续195天没有发生PM2.5

重污染，远超2013年的87天。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坦言，北京空

气质量的持续改善，是一微克一微克
“抠”出来的。

为有效提高细颗粒物污染源的
治理效果，北京市突出开展重型柴油
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三大攻
坚行动，着力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深化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离不开科
学治污。完成新一轮 PM2.5 来源解
析，为北京市打好蓝天保卫战提供了
科学支撑。在持续发挥全市PM2.5高
密度网络趋势监控作用的基础上，北
京市建成了覆盖全市乡镇（街道）的
粗颗粒物监测网络，并向社会公布全
市粗颗粒物浓度较好、较差的乡镇

（街道），市、区、乡镇（街道）三级联
动，实现了精细管理。同时，综合卫
星遥感、空气质量地面观测等各类数

据，完善“热点网格”技术，拓展出技
术支撑执法的新局面。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行动，要坚持
问题导向。以机动车治理为例，北京
通过持续推进机动车结构优化升级，
发布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全市域
限行政策、完善配套补助政策，疏堵
结合，推进 4.7 万辆国三排放标准柴
油货车报废转出，累计推广新能源车
20 余万辆；创新实施重型柴油车闭
环管理机制，约 14.5 万辆超标车被
纳入“黑名单”数据库；创新实施机动
车检测场记分制管理，自 2018 年 8
月份起在全国率先实施重型柴油车
氮氧化物排放检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铁腕
执法护航。按照“公安处罚、环保检
测”执法模式，北京市聚焦38个进京
路口、市内重点道路和车辆集中停放
地等开展路检夜查，2018 年全市人
工检查重型柴油车 216.8万辆次，处
罚 32.5 万辆次，是 2017 年全年处罚
量的 5.6 倍。同时，进一步夯实法规
政策标准保障体系，构建世界领先水
平的环保标准体系。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更离不开
区域联防联控。在生态环境部的统

筹组织下，北京市开展柴油货车污染
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等专项
行动。完成《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
预案（2018年修订）》，建立市、区、乡
镇（街道）和企业“3+1”应急响应体
系，实行差别化“一厂一策”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方案，实施精细化管理，
防止“一刀切”。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经过大规模、高强度的治理，环
境效益持续释放，北京市的空气质量
总体改善、趋势向好。但同时必须看
到，在污染排放量仍然超过环境容量
的情况下，空气质量仍未摆脱气象条
件的影响，秋冬季空气重污染过程易
发、频发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改
变 ，大 气 环 境 改 善 进 程 仍 然 任 重
道远。

2019 年 ，北 京 市 将 继 续 聚 焦
PM2.5 治理，更加注重法治、精治、共
治，工程减排与管理减排并重，常态
化监管执法与短期重污染应急相结
合，继续聚焦柴油货车、扬尘、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治理，综合施策、持续发
力，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水
平，继续一微克一微克地“抠”，不断
增强市民的蓝天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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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宝钢湛江钢铁基地，你会发
现，这里“用煤不见煤、用矿不见矿、运
料不见料”。清洁明亮的厂房里看不
到一丝烟和灰，强力风机抽走了出铁
口冒出的所有烟尘——这里除尘系统
的烟尘捕集率达到近乎100%。

湛江钢铁的环保颇具特色。在烟
尘处理方面，湛江钢铁采用了当前烧
结烟气净化领域最先进的“活性炭烟
气净化工艺”，实现了脱硫、脱硝、脱二
恶英、脱重金属、除尘同步进行，脱硫
效率达95%以上；在节能降耗方面，打
造了最大储水量达154万立方米的雨
水收集池，水资源重复利用率达到
98%以上，废水 100%处理，实现污水

“零排放”；在固废处理方面，打造了世
界首个含铁综合固废处置中心，90%
以上的废渣可以返回高炉作为炼铁原
料，在国内首家实现含铁尘泥 100%
厂内循环使用。

出彩表现来之不易。湛江钢铁

项目环保设备和环保运营投入超过
65 亿元，共采用节能环保技术 100
余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冶建研
院董事长岳清瑞说，走环保与经济
协调发展的道路要多种方法、多种
途径综合实施，在深化改革形成市
场化的体制机制背景下，需要科技
的 全 面 创 新 ， 同 时 推 进 运 营 管 理
创新。

我国环境治理的传统做法是由污
染排放者自行处理污染物，“谁污染，
谁治理”，管理手段以罚款为主。湛江
环保不走寻常路，采用了BOO项目模
式。中冶建研院副总经理王海涛说，
湛江钢铁以合同的形式通过付费，将
产生的污染交由中冶建研院组织专业
化环保公司治理。该公司建设与湛江
钢铁850万吨年产能相配套的钢渣处
理及非工艺除尘设施，建成后为湛江
钢铁提供上述环保设施的运营管理服
务，通过向湛江钢铁收取运营服务费

回收建设投资并获取利润。
在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

锦看来，上述做法改变了排放者和治
理者一体的局面。在新模式下，湛江
钢铁也变成了监督者，如果不达标就
会惩罚环保服务的运营方，实现了中
国钢铁企业环保治理向契约式第三方
治理模式的转变。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样的
好处显而易见。中冶建研院发挥自身
特长，在投资、建设、运营的全过程全
面参与环保服务，保证了先进技术和
管理模式在项目里得到完全贯彻；同
时，中冶建研院又对环保治理的最终
结果负责，并可获得长期稳定收益；而
项目建设方则可以减少投资，集中精
力做主业。

最新数据显示，与同期建设的其
他钢铁环保项目相比，湛江钢铁BOO
项目投资成本节约 16%、运营费用下
降20%。

湛钢引入专业化机构开展环保治理

钢企环保治理探索市场化新路
本报记者 周 雷

在日前举办的“中
国·湛江院士行”活动
中，中国工程院16位院
士及众多行业专家走进
湛江钢铁，对环保技术
等情况进行调研。他们
认为，以市场契约方式
引入第三方开展企业环
保治理颇具示范意义，
湛钢环保治理树立了企
业以市场化手段实现环
保与经济协调发展的
样本。

水沛、景美、业旺、民富

足不出“沪”也有诗画田园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泛舟湖上，流连落霞碧水美景；
夜宿民宿，体验枕水而居意境；采摘
垂钓，尽享浓郁乡情野趣……在距
上海市区车程1小时的金山区漕泾
镇水库村，游客既可以“沉浸式”体
验原汁原味江南水乡风韵，又可以
感受田园综合体引领一二三产联动
发展的勃勃生机。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可以媲美
荷兰羊角村的现代江南水乡，让游
客不用飞往威尼斯，也能畅游在水
光山色里，漫步在阡陌纵横间，足不
出‘沪’，就能在大都市里感受到乡
村的风土人情，享受诗画田园的自
然魅力。”上海金山区漕泾镇党委书
记罗华品说。

秀丽的自然环境是水库村美丽
乡村建设的底色。水库村河网密
布、水系发达，村域内纵横密布着约
33 条中小河道，总长达 23 公里，水
体面积占村域面积的近 40%，水质
常年保持在Ⅲ类以上。“水库村将充
分发挥水系发达的优势，通过沟通
水系、打通断头浜、河岸护坡生态
化、景观化处理等，建设‘村民公园’
和湿地公园，进一步提升水库村的
颜值。”罗华品说。

据介绍，目前，“藕遇公园”已经
建造完成。公园在原有藕塘基础上
改造，区域面积约 50 亩，分为湿地
多样体验区、田园观光体验区、南路
口特色花海区等。其中，湿地多样
体验区整体造型为一朵盛开的莲
花，由栈道连接亲水平台，游客既可
在此赏鱼观花，又可戏水为乐；在田
园观光体验区，游客可以参与割稻、
种菜、捕鱼等活动，感受农耕趣味；

特色花海区则根据不同季节种植薰
衣草、向日葵、格桑花等多种花木，
并建造远眺观景台，使得满园芬芳
尽收眼底。

在建设多个主题公园的同时，
水库村还将在保留原有生态肌理的
基础上打造“微田园”、布置“微景
观”，形成一步一景、别具趣味的宅
基环境风貌。

漕泾镇在农业发展方面有着较
好的基础。多利升西瓜、罗氏沼虾
等优势农产品已经成为漕泾的特色
品牌。接下来，漕泾镇将在水库村
引入生态乌鳢提质续养项目，通过
产销两头包、示范化续养、保底价格
收购等方式，让更多村民获益。“我
们养殖的生态乌鳢长期为沪上知名
餐饮店供货，每天供应3万斤左右，
依然供不应求。”漕泾镇生态乌鳢项
目意向合作商、上海逸佳水产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永权说。

利用农业优势，水库村注重做
足“水+旅居”文章，推动实现三产
联动发展。目前，水库村规划设计
了滩漾百岛精华游、原乡田园体验
游两条水上游览路线，探索民宿、军
旅文化体验园及“一岛一景”开发改
造，引进农产品展示营销中心、农业
观光采摘、垂钓基地、水库河鲜宴等
精品农业项目。

突出文化特色，水库村正在积
极争取将芦苇扫帚、太子螺蛳等制
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并开设“河边学堂”，由传统技师教
授村民草编、芦苇手工艺品的制作
及太子螺蛳的烹制方法等，让传统
技艺实现活态传承。

上海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一角。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煤矸石造出环保纸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尹 彤 薛海波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那是传
说，但废弃的煤矸石能造纸却不再
是天方夜谭。”在山东嘉祥县恒盛纸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闫秋玲指着展
示台上一个个颜色各异、质地紧实
的包装盒告诉记者。这些包装盒用
手摸上去有一种塑料的感觉，而且
韧性很强，用力拉扯也不会撕坏。
拿在手里，感觉比纤维纸制品更柔
软一些。“没错，它们的制作原料不
是传统的纸浆，而是石头。”看着记
者诧异的目光，闫秋玲再次强调。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以煤矸
石、尾矿渣等作为原料的石灰岩，经
破碎、筛选、研磨，形成超细改性矿
粉，煅烧成钙含量 57%以上的生石
灰后，再研磨成纳米级超细增白石
粉，加入20%的特定PE、PP及其他
添加剂，经过流延拉伸、三层共挤等
特殊工艺处理后，吹塑加工成型，石
头纸便造成了。

“这种纸的学名是‘环保合成
纸’，其原材料为石灰石，纸中的石
头含量在 70%至 80%。”闫秋玲说，
石头纸材质的特性，赋予了其特殊
的性能。用这种纸制成的环保石头
纸箱，抗压强度特别高、耐折、防水
并且一体成型。数据显示，这种石
头合成的高分子钙板和普通瓦楞纸
板 相 比 ，耐 破 强 度 最 多 高 出
264KPa，边压强度高出一倍。而
且，在零下 40 摄氏度到零上 80 摄

氏度的环境内都不会变形损坏，特
别适用于水果、蔬菜、冷冻海产品等
的转运包装。“已经有不少生鲜类厂
家选择了我们的纸箱，海尔、阿里巴
巴 等 也 表 达 了 合 作 意 向 。”闫 秋
玲说。

据介绍，石头纸最大的特点是
环保。由于整个生产过程都是物理
变化，所以实现了完全零排放。“在
用水方面，传统造纸每生产 1 吨纸
需要消耗淡水 100 吨，而石头纸生
产工艺的整个生产过程无需用水；
在原料上，传统造纸的主要原料为
林草资源，而石头纸生产工艺的主
要原料为煤矸石、矿渣等石料。最
关键的是，产品可以无限次循环使
用，使用过的纸箱回收后可以直接
粉碎再加工，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闫秋玲说，石头纸不仅不易燃，而且
燃烧后产生的唯一产物为白色的碳
酸钙石粉，还可以作为原材料继续
使用。“除环保外，它的价格也比同
类型的瓦楞纸低1.5元至2元。”

看似简单的一条石头板纸生
产线，却是由三项生产技术发明专
利及 14 项新型设备专利作为技术
支撑的。“目前一条生产线每天消
耗 15 吨石头，我们县有很多煤矸
石、尾矿渣，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
固体废物‘吃干榨净’，全部制成可
循环利用的‘绿色’石头纸。”闫秋
玲说。

划定“三线”护洱海

① 大理通过划定水生态保护区核

心区，全面截污治污，确保清水入湖。

②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成群的

海鸟在洱海栖息。

③ 洱海中放置的水动力控藻器确

保水质持续向好。

近年来，云南省加大洱海保护力度，严格划定和实施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洱海湖区

保护界线“蓝线”，洱海湖滨带保护界线“绿线”，洱海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界线“红线”，同时实施七

大行动，积极整治湖边客栈等，使洱海的生态环境和水质有了明显变化。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中经视觉）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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