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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景色美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清溪乡盘古嶂风力发电场，一台台风力发电机矗立
在群山之巅。清溪乡盘古嶂风力发电场是会昌县首个风电项目，共有26台
2000千瓦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5.2万千瓦，采用全球领先的低风速发电
技术，年利用小时数达到2150小时，每年发电量相当于节约标煤38万吨。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人与青山共妩媚
内蒙古呼和浩特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巡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是谁把离城区20公里的大青山
拉入了呼和浩特居民的朋友圈？许
多人会说，是步道。

作为国内首条百公里规模的登
山步道，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已
成为呼和浩特独特的风景线。步道
沿线，分布有大面积的白桦林、杜松
林、油松林、灌木林和高山草甸等植
被类群。沿步道进山来，听清风耳边
响，见苍翠扑眼帘，既忘得掉尘俗，又
眺得见城市，你会被自然的壮美和运
动的快乐实时刷新幸福标高。

连着生态

4月4日，记者沿步道登临大青
山。山花初绽，草木初绿，山友络绎
不绝，并时时拿出手机捕捉春色。

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建成
于2012年。大青山，蒙语意为“七十
层苍翠”。但步道初通时，山上存在
多处问题——前坡盘踞着 235 家砂
石开采企业，形成31处大坑，土地破
坏面积累计达155公顷，破坏了区域
内地貌景观和整个大青山生态环
境。特别是位于大青山前坡中段的
水泥厂，成为城市上风口的重点污
染源。

2012 年起，呼和浩特举全市之
力，启动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生态保护
项目——大青山前坡生态治理工
程。西起回民区东棚子村、东至新城
区大窑村，在总面积150平方公里的
片区内，瞄准“绿树掩映、白墙蓝瓦、
曲径通幽、田园风光、草原风情、自然
和谐”目标，展开生态攻坚，进行了大
青山局部围封、乌素图河综合整治，
实施了5万亩雅玛图森林公园、万亩
哈拉沁生态公园、草博园等片区生态
保护。同时取缔污染企业、淘汰落后
产能。近年来，共关停取缔各类污染
企业170家，拆除生产设备177套。

呼和浩特北郊的取土场坑坑洼
洼。蒙草集团以生态大数据对这里
进行修复。首先，对场地周围的环
境、地形、土壤、植被、水分条件等开
展调研和科学论证，并进行全面的规

划设计。其次，在土地整理的基础
上，采用禾本科和豆科相结合、草本
灌木相搭配的原则，特别是充分运用
蒙古冰草、羊草、赖草、新麦草、野罂
粟、二色补血草等 50 多种乡土植
物。如今，修复后的呼和塔拉已经成
为离呼和浩特最近的草原景区，集观
光、休闲、马术、会议庆典于一体，成
为呼和浩特市民的“心灵牧场”。

项目启动的7年多时间里，呼和
浩特绿化荒山 19.8 万亩，累计栽植
树木1865万株，种草1.5万多亩。“步
道沿线，现在仍保留着党政军民义务
植树基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秦国珺说，“登山步道
也是生态之道，让呼和浩特居民成为
生态成果的受益人，也引领他们成为
生态建设的参与者”。

沟通城乡

总长超过百公里的登山步道，连
接着大青山南坡的18个行政村。新
城区流转农民砂石地、撂荒地和不适
宜耕种的土地，落实绿化用地 10 万
亩。“原来种地，亩效益也就500元左
右，如今的流转费翻了一番，还把我

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赵大有
如今在步道上的“青城驿站”从事保
洁保绿工作，每天心情舒畅。

考虑到沿山村民为生态治理工
程作出的贡献，呼和浩特市出台政
策，让大青山生态保护治理规划区内
的村民比照城中村失地农民办理养
老保险。本着应保尽保、成熟一个办
理一个的原则，已为沿山 2.07 万名
村民全部办理养老保险。到龄村民
每月可领取800多元的养老金，而且
还会逐年增长。

城市登山一族流动到哪里，也把
消费流引向哪里。小井沟年均接待
游客 30 万人次，目前这个仅有 100
多户村民的小村庄已入驻农家乐20
家、户外驿站 2 家。在大青山前坡，
新城区大力发展“村庄产业”，布局了
葡萄园、百草园、七彩花园供游客观
光采摘，打造了休闲农庄、特色民宿

“乡愁回味”和哈拉沁面塑、生盖营剪
纸、讨思浩天仓节等民俗体验活动。

引领休闲

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的建
设进一步完善了大青山旅游区基础

设 施 条 件 ，并 成 功 地 带 动 了“ 健
身+”产业的发展。

依托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设施和大青山自然风光，新城区连续
举办了三届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
暨呼市万人登山活动。2014年同时
举办了首届步道文化节开幕式，2015
年同时举办户外帐篷音乐节，2016年
成功举办了全民健身日·全国登山步
道系列赛，来自辽宁、安徽、四川等13
个省份的300 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
全国登山步道10公里个人赛的角逐，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市各企事业单
位、大中专院校和社会团体、户外运
动俱乐部的 8200 人参加了活动。
2017年成功举办了内蒙古自治区重
阳登高健身大会暨全国登山步道系
列赛·呼和浩特站活动，来自全国各
地的200名专业队员组成的40个团
队和近万名健身爱好者分别参加了
竞赛组和大众健身组比赛。多个网
络平台进行了现场直播，200万粉丝
参与互动。从 2014 年起，大青山国
家登山健身步道连续4年荣获“中国
体育旅游十佳精品线路”。

大青山登山健身步道把传统的
户外健身同文化旅游结合在一起，打
造主题化登山健身步道，推出落叶步
道、遗迹步道、桦林步道、松林步道、
砂石步道、草地步道、爱心步道和徒
步文化墙等项目。为推动四季旅游，
推出了新年登高、春季踏青、秋季望
远、冬季赏雪等项目；为推动体育惠
民，推出了乡村健身气功、太极拳、健
康快车进乡村等项目。如今，呼和浩
特登山健身活动已延伸出滑雪、自行
车骑游、垂钓、风筝、户外帐篷、汽摩
拉力赛等一批项目。

在登山步道主出入口之一的水
磨村，呼和浩特引入“水墨”部
落，先后有 6 家工作室扎根。内蒙
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的美术系学生
来此写生，登山群众来此观摩小
憩。“有时一周要接待上百人。”来
自四川的书画篆刻家杨成力说：“这
里不仅能够亲近自然亲近艺术，更
能温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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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湖北宜昌长江三峡
岸电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运
营，为每年待闸停靠三峡坝区的各
类船舶提供清洁岸电服务。这是长
江流域，也是全国内河沿江首家专
业化岸电运营服务公司。

三峡近坝水域是长江航运船舶
过闸重要的集中停靠区和中转站。
据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三峡坝区
核心区平均每天积压待闸船舶580
艘左右，平均待闸时间约 54 小时，
船舶停靠期间使用柴油发电造成空
气、噪声污染，对三峡库区生态环境
构成威胁。船舶在停靠期间以陆地
清洁岸电代替使用船上的柴油发
电，是治理船舶停靠期间污染问题
的一剂良药。

宜昌长江三峡岸电运营服务有
限公司投入运营是三峡坝区岸电实
验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 6 月份以来，为加快推进长江流
域港口岸电建设应用，促进长江航
运绿色发展，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按
照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的
要求，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交
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湖北省政
府、三峡集团等建立政企合力的协
同工作机制，重点建设三峡坝区岸
电实验区，先行先试，总结经验，为
长江流域清洁岸电全覆盖提供可借
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宜昌长江三峡岸电运营服务有
限公司由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三峡电能（湖北）有限公司、国网电动
汽车服务湖北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主
要为三峡坝区港口码头船舶提供岸
电设施联网、便捷用电、智能运维、增
值服务等业务，打造覆盖三峡坝区所
有岸电设施的一体化运营服务网
络。该公司的组建充分整合了电网、
发电、港口和航运等岸电相关企业资
源，以打造专业化运营服务团队，建
立高效率、高质量、规范化的客户服
务体系，有效解决长江三峡坝区岸电
发展中遇到的运营难题，打通岸电运
营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长江流域
岸电服务提供了典型示范。

目前，宜昌已完成三峡坝区秭
归旅游港、沙湾锚地、水上综合服务
区、仙人桥靠船墩等示范项目建设，
创新推出靠岸固定式、靠岸浮动式、
离岸固定式、离岸浮动式、船电宝、
水上服务区综合能源保障6种典型
岸电系统，能满足各种停泊方式下
的船舶岸电需求。通过电缆智能收
放系统、T形接口箱等核心设备，实
现了电缆随水位变化自动收放、跨
船连接供电，突破了高落差、远距
离、并靠级联等岸电接入难题。在
国内首个水上岸电综合服务区，配
备光伏发电系统、低压岸电设施、移
动式“船电宝”和T形接口箱，为船
舶提供综合能源保障。依托统一的
岸电云网平台，通过移动APP为客
户提供岸电接入、费用结算、订单查
询等“一站式”服务，打造广泛接入、
使用便捷、内容丰富的岸电服务生
态圈。下一步，该公司服务范围将
逐步向长江湖北段延伸覆盖。

为保障三峡坝区岸电建设顺利
推进和岸电公司运营服务，宜昌市
同步出台了船舶污染管控方案、长
江宜昌段生态环境修复和三峡生态
治理试验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支持性
政策，并将岸电供应系统纳入新建
港口码头竣工验收项目；加强船舶
环境监管，将船舶使用岸电情况纳
入年检项目，形成了“建、管、用”一
盘棋岸电协同机制，为岸电推广创
造了有利环境。

据了解，长江宜昌段已有64个
经营性码头具备岸电供电能力，下
一步将加快 12 个锚地、45 个公务
码头岸电建设，预计今年底可实现
岸电全覆盖。届时，岸电年用电量
将达到2500万千瓦时以上。每年
可减少燃油消耗 5000 多吨，减少
各类气体排放物超过 1.5 万吨，实
现船舶停靠期间的零排放、零油耗、
零噪声，有效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
重，带动新旧动能转换升级。同时，
使用绿色岸电，也将使船舶用能成
本下降三分之一，促进长江航运长
效绿色发展。

湖北宜昌

清洁岸电年底全覆盖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何 英

封装、填单、装货、发货……一大
早，位于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的杨凌明瑞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大门口就人来车往，发往内蒙古海
拉尔、新疆喀什等地的液态地膜正在
装箱发货。

很多人对地膜的认识还停留在
传统的塑料地膜上。在山东、河北、
内蒙古、新疆以及陕西的渭北等干旱
地区，由于传统的塑料地膜在自然环
境中难以降解，农田里各类白色塑料
膜随处可见。

为解决这一问题，杨凌明瑞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于闵和他的团
队研发出了一种可降解的液态地膜，

可完全替代传统地膜用于农业生产，
并有效解决困扰农业生产的“白色污
染”问题。

“白花花的地膜深入地表，用工
具清理很困难，只能靠人工一点一点
捡起来，不仅费时费工，而且随着越
来越多的地膜残留物埋在土壤里，种
子播下后一旦被包裹缠绕，根系扎不
下去，就会死苗，并且时间久了还会
造成土壤板结。”在西北旱区，当地农
民对此深有体会。

“可降解地膜价格相对较高，但
整体算下来每亩地可降低成本 100
多元。”于闵告诉记者，传统地膜需要
人工捅破才能出苗，使用这种新型液
态地膜，作物可自然出苗，还能减少
施肥用药工序，与使用塑料地膜相
比，用工量仅为使用塑料地膜的
20％。

液态地膜的用途不仅局限于覆
土保墒，还有拓展作用。比如猕猴桃
越冬，用液态地膜去涂干，不仅可解
决越冬的保温问题，还可减少病虫
害。

据介绍，使用多功能可降解液态
地膜技术，喷施后，在土壤表面会形
成一层黑色的高分子保护膜，可接收
自然降雨，经过光照和微生物作用，
40 天到 60 天可逐渐自然降解为有
机肥，不仅避免了“白色污染”，还能
给土地增加肥力，同时具有与塑料地
膜同样的增温、保湿、保苗作用，费用
也比塑料地膜减少30％左右。

为了考察生物液态地膜在保墒、
保温、吸热、透水、防风固沙等方面的
性能和对作物生长、出苗、产量的影
响，今年，杨凌明瑞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专门安排了试验田种植土豆、玉米

两种作物，采取不同处理方法进行对
比试验。

在关中平原东部的陕西大荔县
部分试验田里，记者看到，喷洒了液
态地膜的农田，有的在地表形成了一
层纸状膜，有的像铺上了一层均匀的

“绒毯”。
当地农民告诉记者，这种新型地

膜还具有很好的增产效果。因其透
水透气性强，有利于作物根系生长，
在花生、土豆、棉花等作物大田应用
中，能促进根系生长，增强抗旱性，减
少病害发生，增产效果显著。

“新型液态地膜研制及在农林领
域的应用”是杨凌明瑞公司和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通过多年联合攻关取得
的一项科研成果，曾获陕西省林业厅
科技成果二等奖。2017年陕西省工
信厅将其列为“十三五”精细化工和
化工新材料产业重点项目。2019
年，有关部门对连续使用可降解液态
地膜5年的土样实施检测，未检测出
致癌有机化合物苯并芘，证实液态地
膜无污染。

目前，该液态地膜技术已在黑龙
江、吉林、辽宁、新疆、河南等地应用
于玉米、土豆、花生等农作物种植，推
广面积近10万亩。

地膜不再成“地魔”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苏 强 朝 阳

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也是防火通道，防火期内确保畅通。 本报记者 陈 力摄

节假日，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游人如织。 （资料图片）

三峡游轮在宜昌秭归旅游港使用清洁岸电。 本报记者 柳 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