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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提起深圳市盐田区，人们总会想起蜿蜒曲折的海岸线、雄伟
险峻的梧桐山、山清水秀的三洲田……优美的生态自然景观，让
盐田成为人们来深圳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的首选区域。

近年来，盐田区始终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战略，把好绿色准入关，不断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大力实施“产业兴盐”战略，加快建立以高端航运服
务、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运与科技金融为重点和总部经济为
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走出一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机结合
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早在2015年，盐田区就率先提出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概念，并编制发布全国首个城市GEP核算地方标准，以
量化指标体系核算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所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价值，以及对人居生态环境进行维护和提升所创造的生态价
值，并连续多年开展GEP和GDP的“双核算、双运行”，让生态
资源指数成为政府决策的行为指引和硬约束。

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盐田区先后编制《盐田区生态文明建
设中长期规划（2013-2020年）》《盐田区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
平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盐田区建设国家生态示范区行动
方案》等重要文件，制定任务清单，压实责任，强力推进，着力打
造可持续发展先锋区，加快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滨海城区
新格局。

得益于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持续完善，盐田区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斐然。2013年至2019年，盐田区PM2.5年均值
由36微克/立方米下降至19微克/立方米，连续七年居深圳市
第一，是深圳市首个优于欧盟PM2.5第二阶段目标值的行政区；
持续保持河流、近岸海域、饮用水源水质100%达标，连续13
年全区无黑臭水体。2017年，盐田区获评首批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2018年获评全国首个区级SUC国际可持续发展
示范区。

对盐田而言，美丽滨海城区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盐
田长期保持良好的生态质量非常困难，因为这里不仅有单港集
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的盐田港，且大梅沙是深圳市唯一向公众
免费开放的海滩，区内旅游景点年均旅客接待量超千万人次。

为了维护区域生态，近年来盐田区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严
把环评审批关口，禁止具有重大生态环境风险的产业进入，引导
传统企业逐步向节能环保、创意设计、旅游服务、特色商贸等产
业转型，促进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其中，港口物流行业是盐田区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一
个缩影。盐田因港而生，因港而兴。为加快推进盐田港绿色发
展，目前盐田港232台龙门吊全部完成“油改电”，电力驱动及混
合动力龙门吊总量在全国领先。今年6月，国内首个海上国际
LNG加注中心正式落户盐田港。根据规划，未来随着LNG加
注船的加大投入，有望实现加注规模200万吨/年，预计可实现
每年100亿元的产值。

深圳盐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把好绿色准入关
本报记者 杨阳腾

美丽的滨海盐田。 谢宗妮摄（中经视觉）

最 近 ，苹 果 公 司 发 布 了 新 机
iPhone12。不过，让“果粉”们感到不
满的是，苹果公司宣布今后不再随机
附送充电器和耳机。对此，官方给出
的解释是为了环保考虑。然而，这一
决定还是引起网友质疑并纷纷吐槽。

诚如苹果公司所言，许多老用户
家里都有旧充电器和耳机，取消随机
附送配件，可以推动资源重复利用，还
可以减小手机包装的体积，从而减少
包装用料和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但实际上呢？苹果公司把随机配
件省掉了，新款手机却并未有些许降
价。同时，新的充电线接口与以前的
充电器并不兼容，这就意味着用户不
得不再去购买新的充电器。如此一
来，关于环保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实际上，消费者对推广环保的做
法是非常支持的。但此次，苹果公司
更像是以环保为借口，强制消费者多
消费的牟利行为，怪不得网友纷纷
吐槽。

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这份
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既是消费者的，也
是企业的；企业越大，责任也就越
大。大企业可以号召消费者共同参与环保事业，比如付出一
定的劳动，或分担相应的责任，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作
贡献。

从这件事上来说，苹果公司如果真的是为了环保考虑，完全
可以做得更好。比如，配件既然省掉了，是不是应该把节约下来
的成本让利给消费者？针对老用户手里一大堆没有用处的旧配
件，是不是可以开展“以旧换新”等服务，鼓励消费者把旧充电
器、旧耳机交给公司集中处理，以避免电子垃圾污染环境？如果
企业拿出如此切实的行动，与消费者共同分担环保责任，就会赢
得更多消费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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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断治理和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图为黄河宁夏吴忠段。 任培军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宁夏：建设黄河生态治理“先行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宁夏地处黄河上游，凭借特殊的生态
地位、基础条件，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宁夏有责任、有义
务。”宁夏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柏
森说。

特殊的生态地位

黄河流经9个省份，奔腾万里入海。黄
河宁夏段长 397 公里，仅占黄河总长的
7.26%，但生态地位非常重要。

张柏森告诉记者，宁夏是全国的重要生
态节点、华北的重要生态屏障、西北的重要
生态通道，建设黄河生态治理“先行区”，是
由宁夏的生态方位、生态定位、生态地位决
定的。

宁夏地处青藏高寒、西北干旱、东部季
风三大气候交汇过渡带，尽管被乌兰布和、
腾格里、毛乌素三大沙漠所环绕，然而黄河
自西南向东北横贯于大漠戈壁，使得宁夏
平原沃野千里。除了黄河的滋润，还有贺
兰山做屏障。贺兰山恰好位于我国季风线
上，既阻止了西北高寒气流的东袭，也削弱
了东南季风潮湿气流西进，成为我国干旱
与半干旱、畜牧区与农耕区、内流区与外流
区、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一条自然地理
分界线。

从黄河流域看，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
治理和保护，黄河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但宁
夏境内水土流失、水源涵养、水质污染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依然严重影响着黄河的安全
健康。宁夏建设黄河生态治理“先行区”，
是促进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客观要求。

从自身看，宁夏经济结构矛盾较为突
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增长动力后劲不
足，面临发展不足、质量不高的双重难题，
迫切需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协调统一、协同共生，走出一条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子。

2020年7月，宁夏出台《关于建设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实施
意见》，希望通过重塑发展空间、产业格局、
区域环境的一系列顶层设计，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创造经验。

先行先试的条件

走在银川滨河大道，银川市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高晓杰告诉记者：“两年前，这里
的两岸不仅没有植被，再加上附近居民过
度搞‘农家乐’、建‘小鱼塘’，还破坏了环
境，造成黄河水质不达标。”

眼前的这个银川滨河水系截污净化湿
地扩整连通项目全长53.6公里，面积1.1万
亩。项目于2017年底启动，2018年11月
连通，2019年8月完成表流湿地建设和两
岸植被种植，建设速度极快。“这个项目要
在沿线建设改造八个人工表流湿地、种植
9000余亩植被。”高晓杰说，“建设湿地是为
了把四条入黄的排水沟截流到湿地，使其
得到净化。”

来到吴忠市，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杨晓明告诉记者：“有效面积16万平方米、
日处理污水6万立方米的我市第一污水厂
尾水水质提升工程于2018年10月1日动
工，目前已完成93%。”

“黄河奔腾九省份，宁夏段最短且经济
欠发达，为什么这里的黄河生态治理效果
如此明显？答案很简单，是现代科技的强
力支撑。”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生
态环境处处长张宝明说。

“为了使周边流入黄河的水均能实现
净化达标，银川滨河水系截污净化湿地扩
整连通项目在西北率先采用现代‘石墨烯
光催化网’技术。这种技术通过增加水中
的溶解氧，使得水中的氮、磷、钾等污染物
进一步被吸收和降解。”高晓杰说。

“能源消耗少，资源消耗少，这就是高
质量发展。”山东环科院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负责人李超说，吴忠污水水质提升工程与
银川滨河水系截污净化湿地扩整连通项目
采用的技术不一样。“银川项目是人造表流
湿地，吴忠项目是人造生态湿地，采用生物
降解新科技，让植物通过物理、生物、化学
三重作用提高吸收污染物的能力和水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杨
金海告诉记者，经过两年努力，2019年黄河
宁夏段干流水质保持在Ⅱ类进Ⅱ类出，15
个国控考核断面Ⅲ类及以上水质断面达到
80%，全面消除了劣Ⅴ类水体，全区水环境
质量呈逐步向好态势。

成熟的隆德经验

固原市隆德县有一条远近闻名的渝
河，自六盘山而下，出宁夏，经甘陕，入黄
河。两条支流一叫清流，一叫清凉。哪曾
想后来两条河越来越名不副实，不清反
浊。原因很简单，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地
优质马铃薯引来淀粉加工企业。每年从8
月到年底，工厂加工作业的分离汁水直排
入河，白色泡沫堆积在河道。“一年又一年，
白沫积久变黑。”当地居民李明告诉记者，
几年前，渝河污染企业逐渐关停。但生活
污水直排，垃圾堆积，河水依然黑臭。

如何还渝河一河清澈？
控源截污、河库共治、生态修复，隆德

接连打了三场硬仗。上游保生态，中游抓
水质净化，下游重自然恢复。水里的问题
岸上治，岸上的问题流域治。关闭万吨以

上淀粉加工企业13家；一条河的管理涉及
众多部门——环保、水利、住建、市政……
用“河长制”打破行政分治，合力攻坚……

隆德治河还创造了不少“土办法”——
54道土堰连着蓄水净化池，增加砾石河床、
溢流堰，种植水生植物护坡固岸，脱氮除磷；
污水处理场连着人工湿地，把8个小时的水
流延缓成160多个小时的自然净化……

慢慢地，渝河清了，隆德变了。昔日河
床垃圾成堆、蚊蝇肆虐，如今沿岸已是一条
生态廊道；6.5平方公里的小城，坐拥9座公
园，怀抱2.2平方公里水域面积，清水潺潺，
花草树木满山。

水变清，环境变美，人也变富了。渝河
流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2.2万亩贫
瘠的山台地变成了水浇地，由于气候冷凉打
药少，多使用牛羊粪肥，每亩地年收入1万多
元。渝河两岸已成为秦艽、党参、柴胡、板蓝
根等中药材种植基地。

如今，条条清流汇入黄河，22年来，黄河
干流宁夏段首次保持了20个月Ⅱ类水质。

谈及未来，张柏森说，尽管经过多年努
力，宁夏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方面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是由于自治区水环境与水污
染防治基础薄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
存在许多短板。“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研
讨，自治区决定，按照签订的《水十条》目标
责任书要求，确保到2020年底，全区15个
国控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
稳定在73.3%以上，劣Ⅴ类水体比例为零；
11个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到或
优于Ⅲ类标准达到72.7%，地下水极差比例
控制在6.7%。”

宁夏地处黄河上游，地理和生态

地位特殊，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中作用重要。近年来，

经过不断治理和保护，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20年7月，

宁夏出台《关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实施意见》，

通过重塑发展空间、产业格局、区域环

境等一系列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创造

并积累经验，取得可喜成效。

玉米深加工和高端装备用特殊钢、焦化
企业与氢能小镇，这两对看似不相干的产业，
却在山东邹平市结为合作“伙伴”。之所以能
成功“牵手”，靠的是循环经济这个媒介。

起步于1986年的西王集团是从玉米深
加工产业发展起来的。目前，西王集团结晶
葡萄糖产量世界最大，生产的药用葡萄糖产
品占国内市场份额的八成多，年产玉米油占
国内市场的三成以上。

当初，为了满足企业用电需要，西王集
团建设了自备电厂。但由于玉米深加工不
能完全消化电厂发电量，为了消化富余电
能，西王集团于2003年建设了轧钢厂，也就
是现在西王特钢的前身。

玉米深加工主要消耗蒸汽，同时排出大
量废水。而电炉炼钢，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在
钢铁冷却过程中则会产生大量蒸汽。这些蒸
汽和水，一般企业经过生化处理后达标排
放，而西王集团通过水、汽的循环利用，让玉
米深加工和特钢两个产业“手牵手”，构建起
轻、重工业相结合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据西王集团总工程师王岩介绍，西王特
钢的热焖渣生产及高炉冲渣用水，主要为玉
米深加工板块产生的废水处理成的中水。
特钢板块利用电炉炼钢负能除尘系统、转炉
炼钢烟道汽化冷却系统、烧结余热锅炉和四
条轧钢生产线的加热炉汽化冷却系统，每小
时回收蒸汽110吨，经优化后并入蒸汽管
网，再利用管道“反哺”给玉米深加工板块，

每年可新增效益1亿元以上。
西王集团董事长王棣告诉记者：“在西王

集团，环保不仅没有成为压力，反而倒逼集团
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了玉米深加工和特
钢两个产业相辅相成、主产品递延开发、副产
品综合升值、能源有效利用的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的生产模式，并探索出了主产品循
环经济产业链、副产品循环经济产业链、能源

利用循环经济产业链和水循环经济产业链四
条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循环经济使原料总利
用率高达99%以上，产品总收率达到97.5%
以上，真正做到了废物资源化，实现了环保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实现了
企业的高质量绿色发展。”

与焦化行业传统的“煤黑子”形象完全不
同，在邹平市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储配一

体化智能煤仓项目工地，人们固有印象中烟
尘蔽日的作业环境里却一尘不染。工人们统
一身着纯白色工作服，不远处20多个近40米
高、单个存储1万吨煤的巨型储煤仓整齐布
列，蔚为壮观。这个国内先进的智能化配煤
系统，确保了进厂煤炭全程通过密闭管道自
动化运行，彻底解决了煤场扬尘污染等问题。

但铁雄冶金最大的亮点却是紧临煤仓
的一大片空地。公司董事长助理张涛告诉
记者，这里是邹平市规划的将在2021年6
月前投产运营的“氢能小镇”首个氢气源头
项目，依托的就是铁雄冶金在焦化过程中产
生的副产品——焦炉煤气资源。

据介绍，铁雄冶金每吨焦约产生450立
方米焦炉煤气，每年大约就是10亿立方米。

“焦炉煤气中富含近60%的氢气，如果仅仅
用作燃料，其能源利用效率偏低，就是大材
小用。我们从焦炉煤气中成功提取氢气，制
成燃料电池氢，能有效满足氢能源汽车发展
需要，使焦炉煤气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提升
20%以上。焦炉煤气制氢和水解制氢、煤制
氢、甲醇制氢、氯碱制氢相比，成本最低，碳
排放最少，具有显著的规模、成本和环保优
势。目前，铁雄冶金焦炉煤气制氢已具备产
业化应用条件。”张涛告诉记者，他们从焦炉
煤气中经过净化、提纯等工序制取的电池燃
料氢，纯度能达到99.999%以上，微量杂质
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

氢能小镇规划了制氢、加氢、运氢、储氢、
用氢及相关产业，其中一期每小时产氢5000
立方米项目已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为
山东省首个“氢能重卡物流示范区”项目提供
氢源，并辐射济南、淄博、潍坊等地，同时引导
邹平市货运站短途倒运货车采用氢能源汽
车，成为邹平市减排示范点。此外，发挥当
地铝产业优势，邹平市将招引优质氢能轻量
化汽车制造商，完善氢能经济产业链，为邹
平的世界高端铝业基地插上氢能源“翅膀”，
实现新能源和新材料融合发展。

山东邹平：

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又增效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高 雷 彭福新

通过水、汽循环利用，西王集团构建起轻、重工业相结合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图为西
王集团的水处理厂。 彭福新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