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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还贺兰山一片翠绿
——宁夏贺兰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修复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许 凌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吴舒睿

“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的稳定生态
环境，没有贺兰山就没有石嘴山的煤炭资
源。”宁夏石嘴山市委书记王文宇说。几十
年来，贺兰山丰富的煤炭资源曾经给当地
带来财富，可是粗放管理下的无序开采也
使这里满目疮痍。如何还贺兰山一片翠
绿？近两年，宁夏打响了贺兰山生态保
卫战。

贺兰山是我国八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热
点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一条重要的自然地
理分界线。山势的阻挡，既削弱了西北高
寒气流的东袭，阻止了潮湿的东南季风西
进，又遏制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是中国草
原与荒漠的分界线，也是宁夏平原的主要
生态保护屏障。1988年5月9日，国务院
批准宁夏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过度开采致千疮百孔

贺兰山的煤炭资源曾对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迄今为止累计开采5
亿吨。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把贺兰山
北部汝箕沟、石炭井等矿区列入“一五”期
间十大煤炭基地之一，石嘴山市因此成为
宁夏第一个国家投资兴建的煤炭工业
基地。

贺兰山综合整治办公室主任张建华告
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先后投资
建成了石炭井一矿、二矿、三矿、四矿、大峰
露天煤矿、白笈沟矿等一批国家统配煤
矿。到了80年代末，石炭井三矿、四矿、一
矿等因资源枯竭或者深度开采难度增加、
效益下滑先后关闭。

“最开始煤矿都是国企，一边开采煤炭
一边回填矿坑，都是有秩序有规划地开
采。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私人开采的增
加，贺兰山变得千疮百孔。”张建华说。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石嘴山市已经设
立了数十家集体乡镇私营煤矿。2000年

以后又批准了数十家以采煤为主的灭火工
程、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多以露天剥挖为
主。一方面，由于露天剥挖的大型剥挖机
械设备越来越先进，导致开采过度。另一
方面，私营企业为追求效益，往往无序开
采。就这样，日积月累，贺兰山满目疮痍。

全面修复刻不容缓

“2017年5月12日，石嘴山市将中央
第八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作为整治任务，
倾全市之力打响了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石
嘴山市大武口区区委书记张戈说。

按照《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推进工作方案》，石嘴山市负
责118处整治点，含20处煤矿、8处生态治
理点、61处非煤矿山、16处储煤和洗煤厂、
13处人类活动点。其中位于核心区29
处，缓冲区20处，实验区69处。

据介绍，整治点散落在保护区1200多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面积达62万亩，破坏
情况触目惊心，有的坑深120米，有的沟长
5公里，有的治理区域达25平方公里，涉
经营业主208个，企业情况错综复杂，其中
涉及许多违规开采行为、历史遗留问题等。

“整治贺兰山，我们需要拿出壮士断
腕、破釜沉舟的勇气。”张戈说，经营者利害
关系盘根错节，利益诉求期望过高，整治过
程中大量不可预见的问题突发频发……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宣传政策，我们
一家一家企业谈。”张建华说。

为了坚定全市上下“不完成整治不松
劲、不清理彻底不下山”的信心，石嘴山市
成立了现场指挥部，由一名市领导带领国

土、园林、环保3个部门的一把手与原岗位
脱钩，进山驻点、一线推进、靠前指挥，全权
负责清理整治工作。通过建立台账、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统一定计划、定目标，组织
实施了 3次集中攻坚，统筹推进各项工
作。针对热点难点问题，采取层层压进、分
片包抓、逐点推进的措施，有效推动了整治
进度。先后召开由区市县相关部门参加的
办公会议31次，并针对工程治理、赔偿奖
励、资金管理等具体事项，定标准、定方案、
定措施，现场决策处理疑难问题。

继续进行长效化修复

经过近两年的不懈努力，截至2018年
年底，石嘴山市共完成贺兰山自然保护区
内244个整治点的整治。

谈到整治成果，张建华如数家珍：共拆
除建筑物55万平方米、机械设备4.8万台
（套）；与企业个别洽谈1242次，集中约谈
62次，关停企业214家，安置职工300名；
转运土石5600万立方米，覆土1.9万亩，完
成整治面积62万亩；种植树木3万株，播
撒草种4000公斤，协调解决涉法涉诉问题
29个；组织执法巡查2950次，制止违法行
为197起，填封炸封盗采坑洞66个。累计
投入人力5.9万人次，机械4.1万台次，资
金10亿元。

“虽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我
们对贺兰山的整治绝不会止步于此。”大武
口区区长苏焕喜说。

2019年，石嘴山市继续重点实施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修复34个点，其中煤矿14
家、砂石矿2家、历史遗留砂坑9处、煤炭

集中加工区2个、生态恢复治理工程2处、
渣台5个，共计88平方公里，计划投入资
金6.85亿元，其中煤炭产能补偿6.2亿元、
生态治理点及无主渣堆综合整理费用0.65
亿元。

苏焕喜告诉记者，目前，11家煤矿全
部关闭，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总体进度达
80%，紧邻保护区的93家洗煤厂、储煤场
已全部拆除退出。按照“宜草则草、宜林则
林”的原则，组织实施了“一线两沟、多片”
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了大磴沟、北岔沟、姚
汝路干沟周边、马莲滩周边以及八号泉周
边生态修复等工程，计划造林7000亩，各
牵头单位在雨季组织人工播撒草籽40吨、
覆盖面积8万亩。

如今，夏日的贺兰山上绿草茵茵，山下
花海翻腾。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龙泉村依
山而建，乡村旅游搞得如火如荼，从春到
秋，田间地头各种瓜果蔬菜不断，每到周
末，来采摘的人络绎不绝。2019年，大武
口区隆湖一站打造了百亩百合花海，曾经
的盐碱地摇身一变成了网红景点，仅中秋
假期，游览人数就超过10万人次。

“通过整治，保护区内煤矿、非煤矿山
等所有企业关闭退出，黑、脏、乱、差的状况
实现根本性好转，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石嘴山市市长李郁华说：“下一步，石
嘴山市将着力打造美丽城市，实施山水林
田湖试点项目，科学规划、启动实施贺兰山
生态带建设，建立完善生态治理修复机制，
由突击式的整治转向长效化修复，逐步推
动保护区与城市区融为一体，把保护区打
造成为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的一道亮丽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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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限公司荣获“河南省绿色引领企业”
称号，并享受环保豁免权。

走进该公司，干净亮丽，很难相信这是置身在一个耐火材料厂，
更难把这里与过去机器轰鸣、物料裸露、粉尘飞扬的状况联系起来。
在河南新密市，像瑞泰公司这样的花园式耐火企业现已有百余家。

通过环保治理倒逼产业转型提质，新密市已迈出铿锵步伐。耐
火材料是河南省新密市的传统支柱产业，产量占河南省的1/3，占全
国的近1/6。但是，5年前的新密，也曾是全省有名的污染重灾区。

由于当时的耐火材料厂主要以煤为燃料，全是工艺落后的地窖
窑、倒烟窑，设备简陋，生产能耗高，企业生产时机器轰鸣、黑粉飞扬，
污染十分严重。全市到处烟囱林立、黑烟滚滚。

“不消灭污染，必然被污染消灭。”新密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拉开了耐火材料厂污染治理的大幕，
向“小、散、乱”开战。推倒烟囱，拆除设备，关掉一批，整合一批，经过
初步治理，使全市耐火厂减少了300余家，即一半的企业被取缔或兼
并重组。

以环保治理倒逼产业转型，污染少了，档次高了，但是还没从根
本上扼制住高耗能的“咽喉”。从2016年起，新密市连续3年打响耐
材行业集中治理战役——拆除全部高能耗、高污染的煤气发生炉和
烟囱，累计拆除煤气发生炉354台，先后改建成隧道窑、推板窑、梭式
窑，新建电熔炉36座，安装喷淋设施300多台，铺设燃气管网300多
公里。到2018年年底，全市249家耐火材料企业使用天然气、56家
使用电能。

2019年，新密市组织开展了耐材行业深度治理，市政府出台奖
励措施，对按时限完成治理任务的予以奖励。全市耐材企业投入环
保资金50多亿元，建设除尘设施310处，脱硫脱硝设备300台，新增
绿化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新上线自动监测系统200台，耐材污染综
合整治成效显著，为全市环保作出了贡献，新密市PM2.5下降20%以
上，PM10下降35%以上，综合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协调统一。

历经5年的治理，新密市耐材行业一举跨入了绿色、环保、低能
耗的高质量发展轨道。截至去年底，全市挂牌及上市企业达72家。
全市耐火材料产值、税收分别同比均大幅增长，出口创汇1亿美元，
占全市出口额的91%，有力拉动了经济发展。

河南新密：

环境倒逼产业转“绿”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李绍光

“我要用积分兑换两瓶洗发水。”“我要兑换一袋有机肥。”这两
天，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日子又到了，在山东邹城市香城镇
北齐村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村民们都来根据自己“绿色
账户”里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在北齐村记者看到，每户村民的家门口都摆放着标注着“可堆肥
垃圾”和“不可堆肥垃圾”的垃圾桶，每天早上，村里的垃圾分拣员将
各家各户的垃圾袋回收到管理站。分拣员对每户人家垃圾分类情况
按照优、良、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进行评定，并将积分记入村民的

“绿色账户”。
近年来，邹城市推行村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保洁员二次分拣

模式，即村民将生活垃圾分为“可腐烂”“不可腐烂”两类，并对“可腐
烂”垃圾进行资源化堆肥处理，就近处置、变废为宝；村保洁员对“不
可腐烂”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各村统一设置可回收垃圾收集点、大件
垃圾集中存放点、有毒有害垃圾收集点各一处。与此同时，按“户分
类、村收集、镇处理”的模式，菜叶、果皮等进入城镇垃圾分类资源化
利用站，经过高温生物发酵，变成有机肥；碳渣、灰土、建筑垃圾等进
入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置；金属、玻璃、塑料等可回收垃圾经村废旧物
品回收站回收后，进入邹城市资源回收再利用渠道；有毒有害垃圾经
单独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邹城市建成了生活垃圾分类智慧监管云平台，在邹城市垃圾分
类资源化利用站，安装有60个摄像头、30台智能电子秤、30只智能
远程监控电表，300辆垃圾分类运输车也都安装了GPS定位装置。
对垃圾资源化利用站运行情况、资源化利用设备运行情况、收集的垃
圾数量、有机肥产生量及分拣员的日常工作轨迹进行实时监控，实现
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智能化、规范化、实时化、高效化，使管理
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早发现、及时解决。云平台产生的数据，已成为邹
城考核各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的一项重要依据。

“目前，邹城已在13个镇规划建设了30座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
处理站，日处理农村可堆肥垃圾约15吨，年均减少农村生活垃圾量约
5000吨，转化成有机肥约1000吨；垃圾分类设施实现了镇域全覆盖，
行政村覆盖率达到80%。”邹城市市容环境维护中心主任步德行说。

山东邹城：

村民有本“绿色账户”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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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修复工作使贺兰山旧貌换新颜。图为秋日的贺兰山美景。 本报记者 许 凌摄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党员巡湖护水志愿者在青山湖
边沿湖巡查，清理各类垃圾。 （新华社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以
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
体系。

党中央把排污许可制定位为固定污
染源环境管理核心制度，凸显了这项制
度的极端重要性，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落实企事业
单位治污主体责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有利于整合衔
接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相关制度、减轻
企事业单位负担，给企业明确稳定的污
染排放管控要求和预期、推动形成公平
规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

全国生态环境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先试点、后推
开，先发证、后到位”的总要求，积极推
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对固定污染源实施

“一证式”管理。目前全国已核发排污许
可证12万多张，管控废气排放口30多万
个、废水排放口7万多个。生态环境部发
布《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和50多
项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组织
开展8省市24个行业7.7万个固定污染源
清理整顿试点，对 39 个重点城市 10.7 万
家企业排污许可证发放和治污设施建设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建成全国统一的排污许
可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同一平台申请核
发、同一平台监管执法、同一平台执行公
开”。随着改革任务逐项落地，“一证式”
管理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排污许可制度的
先进性和生命力正在不断显现。但总体来
看，排污许可证尚未覆盖所有固定污染
源，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的衔接仍待加
强，法律法规有关责任规定还不健全，按
证监管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其管理效能有
待进一步发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级生态环境
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持续推进排污许可
制度改革，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不断提升
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

一是实现固定污染源全覆盖。开展全
国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对暂不能达到许
可条件的企业开展帮扶、督促整改，实现

“核发一个行业，清理一个行业，规范一个
行业，达标一个行业”。修订《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增加登记管理
类，实现行业全覆盖。依法将固体废物、噪
声逐步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强化与温室气

体协同管理，实现环境要素全覆盖。逐步
将入河入海排污口、海洋污染源等纳入排
污许可管理，实现陆域、流域、海域全覆盖。

二是实施差别化精细化管理。根据排
污单位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及环境影响
程度大小，科学分类管理。研究构建基于
区域环境质量的许可排放量核定方法，对
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达标区域和非达标
区域、重点行业和非重点行业分类施策，实
现精准减排。结合国家、区域、流域、行业
管理需求，进一步统一规范许可事项和许
可管理要求，按“生产设施—治污设施—排
放口”工序关系优化简化排污许可证内
容。以企业实际排放量数据为基础确定重
污染天气期间“一厂一策”应急减排要求，
纳入排污许可证。

三是深度衔接融合生态环境制度。深
入开展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衔接，推动
形成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个名录、一套标
准、一张表单、一个平台、一套数据”。改革
总量控制制度，以许可排放量作为固定污
染源总量控制指标，以许可证执行报告中
的实际排放量考核固定污染源总量控制指
标完成情况。优化环境统计制度，以排污
许可数据作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统计的主要
来源。与环境保护税交换共享企事业单位
实际排放数据和纳税申报数据，引导企事
业单位按证排污并诚信纳税。打通有效支
撑“环评—许可—执法”的技术规范体系，

统一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推动固定污
染源排放数据的真实统一。

四是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推动
出台《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明确排污许可
作为生产运营期间唯一行政许可的核心
地位。将排污许可制执行情况纳入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
生态环境保护考核等，压实地方党委、政
府责任，强化制度实施的硬约束。建立企
业环境守法和诚信信息共享机制，强化排
污许可证的信用约束。在排污许可证中
明确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和
环境管理要求，推动企事业单位建立环境
管理台账，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定期上报
执行报告，定期开展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监
督检查。

五是严格依证监管执法。将排污许可
证执法检查纳入年度执法计划，按照“双随
机、一公开”要求，围绕排污许可证开展固
定污染源的“一证式”监管执法，统一执法
尺度、公开执法信息、宣传执法情况、推动
移动执法试点。规范依证执法工作内容，
重点检查许可事项和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通过执法监测、核查台账、执行报告等手
段，判定排污单位合规性。构建固定污染
源一体化信息平台，开展许可证和执行报
告质量自动检查，逐步接入执法信息，对接
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推动排污单位主要
排放口二维码信息化。

持续推进排污许可制改革 提升环境监管效能
生态环境部部长 李干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