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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烟囱中排放的废气也可以供暖。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智慧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运用烟气综合利用的科技创新，回收一家木材企业
的烟气能量，为周边20万平方米的农村社区供暖，取得了相当于
3880吨标准煤的供暖效果。

在临沂智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玉麒眼里，当地板材
加工企业烟囱里飘出的缕缕白烟，就是不花钱的热能。“要是能充分
利用起来，在进一步减少排放的同时，还能服务于生产生活。”

兰山区是全国最大的人造板生产、出口和交易基地，拥有完
整的木业加工产业链。曾经，一个义堂镇就有各类木业加工企业
4300多家。木业的繁荣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同
时，“工业围城”带来的环保压力也随之而来。2019年，兰山区全
力推动木业产业转型升级，2000多家木业企业拆除搬迁，新港集
团、旭美尚诺、方圆建筑模具等一大批木业企业引进国内外先进
生产设备，实现了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致力于打造

“无尘车间”。
“改造后的板材企业烟气排放虽已达到标准，但夹带的水汽蕴

含一定热量，减排的同时高效利用这部分能量，可一并解决村镇热
源不足的问题。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条可实现生产、生态并行发
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吴玉麒为记者算了一笔细账，如果来自
于山东的木业、焦化、发电、钢铁、食品加工等工业企业烟囱的能源
效率提高10%，每年就可节约煤炭用量近40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亿吨。

近日，吴玉麒与他的科创团队正致力于把新港集团排放的废气
回收，为周边圈里、堰西、港上3个村实施清洁能源供暖改造。为此，
新港集团需投资1190万元进行烟气改造，2年可收回投资。

“兰山区支持新能源科技研发，公司成立不到1年，区科技局就
指导组建了临沂智慧新能源研究院，全力推进清洁能源多能互补冷
热联供、能源高效利用研究。”吴玉麒说。

眼下，兖矿集团焦化能源综合利用项目、蒙山旅游度假区集中
供热等项目均已开工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拓省内外市场，
为全国各地提供烟气综合利用解决方案”。吴玉麒说。

“废气就是不花钱的热能”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臧德三 高 静

河南开封“一渠六河”连通综合治理工程全线通清水——

“北方水城”再展姿容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张仲鹏

每到傍晚，河南开封西护城河、涧水
河、东护城河等绿道长廊和滨河公园，就
迎来不少市民，他们在这里漫步、休闲，其
乐融融。

“河水清了，两岸绿了，风景美了，我
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家住城市花园
的市民汤凤英说，政府对护城河的整治力
度越来越大，以前这里垃圾遍地、臭气熏
天，现在旧貌换新颜，别有一番天地，成了
开封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幸福工程为民造福

全线通水时，家住宋门关南街的胡荣海
大爷难掩激动：“俺在这儿住了40多年，第一
次见到这里通清水，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渠六河”连通综合治理工程是开
封市水系总体规划与“十湖连通”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百城提质”“城市双
修”的重点工程，并入选我国黑臭水体治
理第一批重点城市示范项目，总治理长度
28.6公里，总投资37.5亿元。“一渠六河”

包括西干渠和东护城河、西护城河、南护
城河、利汴河、惠济河、涧水河，建成后形
成一条环城滨水风景绿道、5个城门节点、
5个滨河公园、8段绿色滨水岸线。

“一渠六河”工程于2017年8月开工
建设，经过32个月的奋战，克服重重障碍
和困难，破解诸多难题，今年5月全线通清
水，6月1日全区域对市民开放。

两年多来，建设好“一渠六河”一直是
开封市干部群众的共识。工程自决策、筹
备、实施到主体工程完工，一直秉承“还河
于民”的理念和黄河为民造福的幸福工
程、“四水”（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
害）同治的惠民工程、古城保护的文化传承
工程、党建引领的文明提升工程4大定位，
破解了征收、治污、施工、融资4大难题，让

“一渠六河”成为造福开封人民的幸福河，
使得曾经的“北方水城”成功回归。

工程完工后，从社会效益看，形成的
城河一体的环城景观带，以“15分钟生活
圈”计算，覆盖面积约38平方公里，惠及居
民约50万人；从经济效益看，预计每年能
增加800万人次来开封旅游，带来4亿元
消费，解决2万多人就业，增加1.6亿元以
上的财政收入。

曾经，“一渠六河”的河道占全市10大
黑臭水体的60%，群众称之为“龙须沟”。
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和召开专题会议，结合
专家、职能部门负责人研判、会商，开封市
委、市政府下定决心启动“一渠六河”工程
建设，征收沿河老旧建筑，截污控污，清除
淤泥，治理河底，对护岸进行生态化修复，
增加滨水、滨河地段绿化面积，逐步形成
覆盖全市、蓝绿相依的生态廊道。同时，
对黑臭水体进行综合治理和引入黄河水，
提升水环境质量。工程完工后，实现“污
水变清、死水变活、岸绿景美”，新老城区
水系连通，修复城市大生态，为市民创造
优良的生活环境，凸显开封市“北方水城”
的城市特色。

目前，工程主体已完工，“四清一改”即
通清水、通绿化、通道路、通亮化和沿河立
面改造大体完成，相关细节正进一步打磨。

治理能力大大提高

“一渠六河”工程建设与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完美契合。通
过西干渠引入黄河水到西湖，经涧水河到
东西护城河、南护城河，最后注入惠济河，
清澈的河水一路向东汇入淮河，不仅实现
了开封再现“北方水城”图景，而且连通了
黄河、淮河两大流域，让豫东平原沟渠河
道串珠成线。

“一渠六河”按照“生态、休闲、文化、景
观”的要求，开展滨水公园（小游园）、绿道
网、慢行系统等生态景观工程建设，新建沿
河滨水公园5个、绿地3000亩、沿河绿道
32公里，使沿河景观连点成线、连线成片。

工程建设中，通过种植、养殖、繁殖适
宜在水中生长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改
善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多样性，增强水体的
自净能力，目前河道中种植水生植物18
种。而且工程还补齐了防洪除涝“短板”，
全面提升了灾害综合防范能力，将3年一
遇的排涝、1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分别提高
到20年和50年。

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绍君
说，工程建成了“丰枯调剂、循环畅通、多源
互补、安全高效、清水绿岸”的现代水利基
础设施网络，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大为提高，着力解决了河流不畅、水量不
足、水质不优、汛期水害等突出问题，变缺
水为有水、变污水为清水、变水害为水利。

“一渠六河”工程还同古城墙一起，形
成“双环抱城”形态，再现了开封历史上

“水中有城，城中有水”的北方水城风貌；
与古城墙和绿化带一起，形成了“三环抱
城”形态；与道路、绿带、廊道、城墙一起，
形成了“五环抱城”形态。

“四大难题”逐一破解

在“一渠六河”工程建设过程中，开封
市总结出了一套经验：PPP融资，河岸老旧
建筑征收、河道清淤、河道驳岸、生态修

复、截污纳管等综合治理，部门联动形成
合力，健全督查和管理机制等。正是这些
宝贵经验，使得征收、治污、施工、融资“四
大难题”一一得到破解。

坚持征收政策公开、补偿安置方案公
开、评估结果公开、安置房源和价格公开、
入住条件公开、办事程序公开、补偿结果
公开的“七公开”制度，开封市纪委、市委
市政府督查局现场督办，仅用两个多月时
间，就完成了涉及5个市辖区2200多户、
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的土地征收任务。

截污是河道治理中难啃的“硬骨
头”。由于开封市沿河不少区域地下管网
错综复杂，雨污分流难度极大，污水入河
问题极其严重。污水不治，河道整治显然
是“空中楼阁”，对排污“零容忍”、铁腕治
污成为工程指挥部的核心议题。

有污就堵。在截污纳管项目实施过
程中，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环保
局、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市水利局等相关
部门分别牵头对企业、餐饮业等不符合要
求的排污设施进行改造，对老旧住宅小区
开展化粪池改造，不断完善污水管接户工
作，努力提升污水收集率。截至目前，共
彻底封堵39个排污口、400个暗涵，截污
纳管8760米。

同时，提升东西区两座污水处理厂的
处理能力，目前，两厂实际处理量分别达
到18万吨/日、12万吨/日，并将两厂联动，
通过临时管道送污，改造污水管网，让污
水应入尽入管网，直送污水处理厂。

摆在“一渠六河”工程建设面前最大
的难题是“融资难”，同时，工程还存在公
益性强、投资规模大、沉淀成本高、建设周
期长等特点，采取政府全购买服务方式解
决项目建设资金显然行不通。

创新投融资模式，统筹推进项目建设
刻不容缓。开封市一方面积极争取上级
资金，另一方面拓展融资渠道，采取市场
化合作等方式积极筹措资金。由开封水
务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操盘手”，启动
PPP融资合作新模式，缓解了开封市的财
政压力。

“一渠六河”连通综合治理工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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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云南昆明滇池、大理洱海，碧水
蓝天、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滇池为西南第一大湖，也是中国第六
大淡水湖泊。近20年来，随着昆明市经济
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滇池流域生态环
境压力加大，滇池面临着水环境污染与水
资源短缺的双重困境。

记者从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了
解到，通过“环湖截污”“水体置换”“湿地建
设”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历时10余年，滇
池流域水质已有显著改善。截至目前，已
从原来的劣V类转变为V类水质，局部区
域水质已达到IV类。

滇池水质的改善，离不开绿色金融的
支持。兴业银行昆明分行副行长彭疆说，昆
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初与兴业
银行展开合作。为支持滇池治理，2015年
至2020年期间，兴业银行昆明分行对昆明
滇投综合授信额度达80亿元。

记者走进滇池边多个湿地公园发现，滇
池治理成效显著，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昆明
市区景观和水环境得到改善提升，不仅宜于
居住，更促进了云南省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同时，通过改善城市水环境和滇池水质，进
一步改善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对引进外资、
发展第三产业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针对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保

护治理、当地水资源保护修复和重点水环
境治理项目，兴业银行昆明分行通过持续
注入金融活水，推动当地的绿色发展。截
至今年5月末，兴业银行昆明分行为云南
省内逾百户企业（项目）累计提供绿色金融
融资余额近400亿元。

在大理，兴业银行与云南水务公司合
作，大力推进洱海水质改善，让苍山洱海山
清水秀、万顷碧波。

云南水务公司是云南省主要的城镇污
水处理及供水行业综合服务商，肩负着全
省治污项目建设、整合全省水务资源的重

任，公司旗下拥有大理、景洪等自来水公
司，拥有17个在建及运营项目、47个在建
及运营的污水处理项目，遍布云南省保山
市、楚雄州、昭通市等10多个地州市。

为支持洱海治理，兴业银行为云南水
务制定了绿色金融总体服务方案，综合授
信35亿元。截至3月末，授信项下融资余
额28亿元，有力支持了该企业供水及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及完善。

记者在大理市苍山十八溪生态环境保
护清水入湖工程的示范工程——阳溪河道
综合治理工程调研发现，该工程投资2.1亿
元，于2017年5月进场施工，目前已完成全
部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治理逾5.8公里、乔木
种植1.7万多株、建生态湿地2.8万多平方
米、排水沟逾4.7公里、道路14.2公里。

“云南水务负责洱海流域37条入湖河
道中的34条河道治理，治理总长度162.8
公里，总投资约9亿元，工程主要包括水土
流失生态治理、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河道生
态治理三大项。通过对河道的治理，每年
能向洱海注入1亿立方米的优质山泉水，
不断置换洱海水体，不但成了洱海较大的
优质水源，还将成为大理的优质景观。”云
南水务公司党委书记杨方表示。

作为中国绿色金融先行者，兴业银行
2013年便在国内首家推出了水资源利用
和保护综合解决方案，并将其作为重点支
持领域，持续加大投入。云南省地处长江
上游，高原湖泊的治理关系到长江水体质
量，是该行支持长江大保护的重要一环。
兴业银行充分发挥绿色金融集团优势，为
长江大保护提供了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
支持。截至5月末，该行在长江经济带沿
线省市累计投放绿色金融融资1.17万亿
元，融资余额5259亿元。

为云南高原湖泊治理注入金融活水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布隆吉乡草原一切正常”“桥子片区草原一切正常”……甘肃瓜
州县130名草原管护人员每天都在瓜州县草原管护微信群里汇报当
天的草原巡查情况。

甘肃瓜州县草原总面积496万亩，属典型的半农半牧县。近年
来，瓜州县通过加强草原法律法规和草原防火知识宣传，加大草原执
法检查，推广应用草原保护新技术，兑现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政策，实施草原植被恢复项目等措施，县内草原植被得到了有
效保护和恢复。

“我们村级草管员都划分了责任区，定期不定期开展草原防火和
鼠虫害巡查，做到日记载、周检查、月汇总，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彻底
消除火灾和鼠虫害隐患。”瓜州县锁阳城草管员赵建斌说。

瓜州县2015年开展草原管护工作以来，按照村级草管员乡聘村
管的原则，在充分征求乡镇村组意见的基础上，聘请了130名热心草
原事业、责任心强、长期在农村居住、有劳动能力的农牧民为村级草
管员，并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提升管护能力，还为他们配备了望远
镜、卫星定位仪、工作包以及铁扫把等防火工具，开通了移动数据网，
建立了“小步外勤”管理系统和草原管护微信群，有效加强了基层草
原管护力量。瓜州县草原监理站通过外勤系统操作平台对草原管护
员巡查范围、巡查路径进行全程监管，草管员通过草原管护微信群每
天上报片区草原防火、鼠虫害等巡查和调查情况，保证事先控制、及
时处理。

“作为一名村级草原管护员，保护草原生态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更是我们的义务。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为了我们的子孙后
代，我们应当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为保护草原
贡献自己的力量。”布隆吉乡草管员组长相生军说。

在保护好草原的同时，瓜州县认真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实施草原奖补政策，全面落实草原禁牧措施
和草畜平衡制度，带动社会资金投入草产业和草原畜牧业发展，极
大促进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向现代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
转变。

“通过推行舍饲养殖，我家的牲畜由过去的散养、滩养变为现在
的圈养，政府每年打到‘惠农卡’上的草原奖补禁牧等补助资金有1
万多元。我们农牧户真正尝到了退牧还草、草原奖补政策的甜头。”
瓜州县锁阳城镇东巴兔村农牧户解朝明说。

据了解，自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以来，瓜州县已累计
发放草原奖补资金1.6亿多元，惠及农牧户1.6万多户。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云南大理洱海湖水清澈，与湖边白族特色“小白楼”、远处青山等形成了一幅美丽的
图画。 本报记者 温济聪摄

甘肃瓜州：

草原有了管护员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魏金龙 杨吉兴

甘肃瓜州县村级草原管护员在巡查草原。
杨吉兴摄（中经视觉）

图为河南开封黄河观景台。 石 斐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