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举措守护“兰州蓝”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黄 鹰

今年是甘肃省兰州市《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进入取暖
季，兰州市多部门联动，以科技为抓手，多
措并举守护“兰州蓝”。

近年来，兰州市提出智慧交管助力大
气污染防治，在市区出入口和主要运输通
道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实时在线
监测、黑烟车抓拍。“截至目前共抓拍此类
违法 114起，劝返查处冒黑烟机动车 31
辆。”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大队大队
长程亮说。

兰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武卫红告诉
记者，在2017年至2018年“冬防”期间，兰
州市建立了网格化精准监测平台。“我们在
近郊四区所有社区和远郊县区乡镇安装了
微观站，以精准发现污染源，及时掌握城区
及市域范围内污染物变化迁移情况，并开
展溯源分析调度，及时发现和消除污染源
头。”如今，网格化监测系统已达到581套，
并由水平监测拓展到垂直监测，“现在皋兰
山上每隔100米便设一个微观站，实现了
陆空监测一体化，提高了全市环境空气质
量分析研判的精准度。”武卫红说。

此外，兰州市利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技
术，对城区及周边各类土方工地和削山造
地项目、“散乱污”企业、低空面源污染、农

业源污染等开展全域无死角航拍取证，并
利用扬尘智能监控设备，对重点部位周边
以及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以上、土方施
工期7个月以上的施工工地，在其主要进
出口及上下风向安装在线视频监控及
PM10监测设施，实现区县、部门之间信息
资源共享，真正做到以“智”推“治”，成效
显著。

走在兰州市的大街小巷，身边出现最
多的是身穿橘红色马甲的环卫工人。“我们
日均出动清扫保洁人员1.2万人次，出动洗
扫、吸尘、清运等环卫作业车辆 1900 车
次。”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信息宣传科负
责人王霞说，今年“冬防”期间，市城管委重
点做好市区道路二次扬尘管控、施工工地
渣土车管理、外来沙尘天气应对和烧烤摊
点全面整治等工作，守护“兰州蓝”。

兰州市农业农村局则疏堵并举，全力
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组合拳。兰州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元清介绍，近年来兰
州市露天焚烧秸秆现象明显减少、秸秆利
用率明显提高，“2019年全市农作物秸秆
可收集资源量约 53.5 万吨，综合利用达
45.5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今年
综合利用率预计可达85%以上。”这和兰州
市发展草食畜、绿色田，推广新技术不无关

系。近年来，兰州市农业农村局抢抓国家
“粮改饲”支持政策，通过引导规模养殖场
户从玉米籽粒饲喂向全株青贮饲喂转变，
从源头减少玉米秸秆留存量，减少因秸秆
焚烧带来的大气污染。同时开展秸秆还田
技术示范，积极推广生物质节能炉，“每台
炉具一年可消耗近 1 吨干秸秆。”张元
清说。

“我们将发挥由煤炭一级市场和二级
销售网点构成的煤炭经营配送体系和民用
煤炭监管体系作用，确保民用煤炭质量，控
制污染源。”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鄢军说。
防治大气污染，减少污染物排放是关

键。武卫红介绍，今年“冬防”期间，生态环
境部门将开展一般工业源综合整治“回头
看”、餐饮油烟综合整治、加强机动车尾气
污染防治等工作。尤其是将重点对城区及
周边6家重点大气排放工业企业实施“冬
防”期间特控措施，并签订“冬防”承诺书。
同时制定重点企业分级排放限值，根据不
同气象扩散条件，对重点排放企业每天实
施分级限排措施，督促辖区企业严格落实
分级减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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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老城区垃圾分类的痛点和难点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区设施不完善，但高
密度人口产生的垃圾数量大，实现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势在必行；二是老城
区居民以中老年人和外来务工的新市民
为主，环保意识相对淡薄，有的居民对垃
圾分类还有抵触情绪。”山东省青岛市市
北区委书记张新竹告诉记者，对此，市北
区对标国内先进城市，通过购买服务、股
权合作等，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成立了由交运集团（青岛）有限
公司、市北区北洁环卫公司、深圳市粤能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参股的混改企
业——交运北洁（青岛）环境有限公司参
与垃圾分类运营，走出了一条老城区“智
慧”垃圾分类创新之路。

从最基层入手

早上6点半，家住市北区镇江路街道
东仲社区的居民韩英准时来到楼下的垃圾
分类集中投放点。她先将手里装有厨余垃
圾的袋子打开，将厨余垃圾倒入绿色的塑
料收集容器中，再将塑料袋投入灰色的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中。韩英还拿了一包旧衣
物，她使用自己的智能IC卡开启智能回收
箱，将衣物投入回收箱，回收箱显示屏随即
显示出她此次投放的织物重量和所获得的
奖励金额。

“市北区的居民小区以开放式楼院为
主，东仲社区就是比较典型的开放式老旧
楼院。只要我们把东仲社区的垃圾分类工
作做好，老城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就有了可
复制的解决方法。”市北区城市管理局垃圾
分类管理中心主任刘冉介绍，东仲社区的
老旧楼院每个单元出入口都摆放了垃圾
桶，由于没有物业公司管理和清洗，垃圾桶
常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为此，市北区城市
管理局召集镇江路街道办事处、东仲社区
和交运北洁（青岛）环境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多次讨论，最后决定采用科技引领、积分
奖励的方案，在东仲社区北仲路73号设置
垃圾集中投放点，打造开放式楼院垃圾分
类示范区，对附近约600户居民实施撤桶
并点和垃圾集中投放。“集中投放点配置了
最先进的智能回收箱收集可回收物，居民
投放可回收物可获积分奖励，以此激励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还配置有专
用有害回收箱以及全新、密封性好的塑料
容器收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并安装了
洗手池，配备了两名分类指导员，全天候指
导居民垃圾分类投放，对现场卫生进行管
理。”交运北洁（青岛）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惠军说。

“实行垃圾分类之后，我们小区的蚊虫
减少了，环境变美了，居民们都切身体会到
了垃圾分类带来的好处。”韩英说。

用最先进技术

居民分类投放习惯难以养成、厨余垃
圾异味大，政府监管难以形成闭环……这
是各地在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普遍遇到的
难题。

市北区运用“五新”理念打造了“物联
网+智慧分类平台”用于垃圾分类，形成了
集垃圾分类宣传、投放、收集、运输、处理、
监管全智能化的完整闭环，既有效调动了
居民的积极性，又节省了政府在垃圾分类
宣传、监管等方面的成本。

据了解，“五新”理念是指新服务、新
技术、新能源、新金融、新制造。智能回收
箱能实现人机对话，替代人工进行宣传，
体现新服务；系统搭载声音识别、图像识
别等技术，体现新技术；利用区块链技术
实现数据采集、分析、决策、分享等大数据
功能，体现新能源；系统搭载线上商城和
线下商户联盟，实现居民奖励积分线上、
线下消费综合体验，体现新金融；设备能
承受零下40摄氏度至70摄氏度的温差范

围，采用太阳能供电，体现新制造。“我们
开发的智慧垃圾分类平台和智能回收设
备拥有3项发明专利和100余项实用新型
专利，可以保证10万户居民同时上线。”
为市北区智慧垃圾分类平台提供技术支
持的深圳市粤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王江说。

记者在大山宝城物业小区垃圾集中投
放点看到，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桶能通过
感应自动开盖，系统对居民投放的厨余垃
圾现场评分，分类合格的居民获得积分奖
励。同时，通过厨余垃圾处理机现场处理，
厨余垃圾能够实现自产自清，可减量达
85%以上。处理产生的有机肥用于小区居
民种植绿化，整个过程无异味。“垃圾桶能
自动开盖，厨余垃圾分好了还有奖励，现在
我们小区的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都很
高。”大山宝城物业经理王珍瑄说。

“利用可回收物产生的利润反补居民
垃圾分类投放，无需政府财政出资，这是我
们运营上的一大创新。”罗惠军说。

在市北区城市管理局智慧平台演播
大厅，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该系统的云
端数据平台。进入平台查询，各类垃圾的
日统计、月统计数据一目了然，回收设备
是否满载、收运车辆所处位置在大屏幕上
一一显示，处于实时监控状态。据工作人
员介绍，满载的智能回收箱将自动发出警
报，“呼唤”收运车来回收。还能自动形成
决策图表，对居民的投放正确率和参与率
进行分析，并对回收物品的销售情况进行
追踪和统计，为政府制定生活垃圾减量目
标和方案提供数据支持。

行最有效措施

“为帮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我们
采取积分奖励方式激励居民。”市北区城市
管理局副局长郑树明告诉记者，市北区安
装了250套智能回收箱，居民可通过手机
APP、智能IC卡、人脸识别等任何一种方
式开启智能回收箱，智能回收箱能对居民
分类投放的各类可回收物自动称重、计算
积分，计入居民的绿色账户作为奖励，居民
获得的积分可在礼品兑换机上兑换礼品，
在网上商城购物，在指定消费点刷卡消费，
也可以提取现金。“这种激励机制在潜移默
化中改变了居民的生活习惯。”郑树明说。

“区里还依据《青岛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办法》对居民开展宣传、教育，实行强制
分类，对不执行垃圾分类的居民进行批评
教育，重者加以处罚。”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局长王传勇说。

据了解，市北区提出了打造“四个一”示
范工程，即在全区每个街道至少打造一个集
中投放点作为示范区；全区打造一条宣传示
范路线；每条街道打造三至四个示范小区形
成一片；全区所有街道全部打造成达标街道
形成一面。截至目前，市北区已根据不同的
社区环境打造了7类不同模式的集中投放
点，分别是：开放式楼院模式、商住楼院模
式、封闭小区一般模式、封闭小区中高端模
式、四新智慧平台模式、五新智慧平台模式
和公共区域模式，这7类模式涵盖市北区所
有社区类型，各社区可因地制宜，选择不同
的模式进行复制和推广。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对标国内先

进城市，从最基层入手，采用最先进技

术，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

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走出一条老城区“智慧”垃圾分类

创新路。

青岛老城区推进“智慧”垃圾分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北仲路73号的居民在使用手机APP投放可回收物。 黄伟鹏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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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农
业产业化发展迅猛，一大批优势特色产业脱
颖而出，大幅带动了农民增收。与此同时，这
些产业规模大，在生长期带来了广袤的绿色，
尤其是在干旱的西北地区，“产业绿”形成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让人赞叹的人工杰作。

因为经济效益好，又提高了绿色覆盖面
积，这些富民产业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面积
推广，群众的发展积极性也很高。高歌猛进
下，“产业绿”有时就会触及和越过生态保护
红线，如在生态脆弱区大规模开发新地，在水
源涵养地旁边大量种植农作物等。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
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需
要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以
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健康。生态保护红
线是国家层面的生态“生命线”，主要分为重
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
脆弱区三大区域，涉及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调蓄洪水、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诸多
方面。之所以划定生态红线，旨在从根本上
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为城市乡
村筑牢生态屏障，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红线就是底线，如果触及和越过底线，就会形成破坏和造成损
失，如水质变差、环境恶化、动植物减少等，有些甚至会造成难以弥
补的损失，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历史上，因为过度开垦造成生态环
境恶化的例子并不少。

“产业绿”虽好，不能越红线。因此，各地尤其是西北地区在发
展优势特色产业时，一定要先做好环境评估，限制产业规模，不能
越过生态红线。对于已经在环境脆弱区建成的产业，要忍痛割爱，
缩小规模，远离红线，在提升质量上下功夫。通过提高品质、打造
品牌、开拓市场来实现优质优价，让“产业绿”和自然美互相辉映，
以高质量发展更好带动农民增收。

贵州六盘水实施河长制——

一江碧水穿城过
本报记者 吴秉泽

漫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河，碧水悠悠，两岸的步道上，市民
或驻足拍照，或随心漫步。人水和谐，令人留恋。

与5年前相比，水城河的模样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的水城
河水体黑臭，群众抱怨不断。

六盘水市水城河横贯六盘水市中心城区。随着城市建设加
速，水城河沿岸居民、企业不断增多，但市中心城区污水收集管网
建设跟不上，生产生活污水未经有效处置便直接排入河道，水城河
成了城市的纳污沟，水环境质量严重恶化。2016年2月，因水质
常年处于劣Ⅴ类，水城河被纳入全国城市黑臭水体名单。

为改变河道水体黑臭现状，六盘水市全面启动河道综合治理
工程，对河道内淤积物、建筑物等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同时对中心
城区污水管网进行摸排，实施雨污分流，修建截污干渠（管）3.05万
米，新建或提标改造污水处理厂3个，从而实现了达标排放。

通过实施综合整治，水城河得到有效治理，群众满意度达
96%，成为2018年全国12个黑臭水体整治完成率为100%的城市
之一，水城河治理迈出实质性步伐。

如何巩固水城河治理成效，确保碧水长流？2017年5月以
来，六盘水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
长体系，1677名河长上岗，推动构建河长高位推动、部门协同参
与、群众共治共享治河护河的新格局，也开启了水城河发展新阶
段。”六盘水市水务局长、河长办主任张林说。

在水城河流域，常年有河长62名、保洁员27名投入到河流治
理中，仅今年以来，他们就清理水草、青苔、漂浮物等320余吨，补
种草坪100余平方米。

同时，六盘水市还制定了该市首部地方性法规《六盘水市水城
河保护条例》，为理顺水城河保护管理体制、细化行政管理部门职
责、加强水城河保护提供了坚强的法制保障。

湖南岳阳攻坚治理黑臭水体——

清澈河水今又见
本报记者 谢 瑶

“小时候清澈美丽的王家河又回来了！”湖南省岳阳市王家河
街道海棠社区老居民唐爱国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王家
河的水很清，后来，随着城市发展东移，原本处于城乡接合部的王
家河片区逐渐成了岳阳的市中心，附近居民楼越来越多，生活污水
经下水道直排。加之岸边企业的污水也都排在河内，没过几年，王
家河就变成了两岸杂草丛生、河水又臭又黑的“蚊子河”。

王家河河道全长 6.6 公里，丰水期河水经洞庭湖汇入长
江。2018年3月，岳阳市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共
抓长江大保护、共建绿色发展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2019年，岳
阳市打响了王家河治理攻坚战。当年3月30日，三峡集团长江大
保护岳阳项目先期实施工程正式开工。当年9月，由中建二局承
接的王家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开工，采用“外源截污、内源治理、
生态修复”的方式，“洗”去王家河的脏污，重现其“春来江水绿如
蓝”的美丽风光。

王家河的5200米河段需要清淤，河床淤泥含有大量污染物，
清淤过程强烈搅动底泥，往往会造成污染二次扩散。“王家河沿线
环境会不会变差？”面对周边居民的担忧，中建二局采用“环保绞吸
船+浮管”技术，对河道进行扇形区域作业。船上配置了先进的密
闭型刀头和6000米长的封闭式输泥管道，从挖泥到运泥整个过程
实现了全封闭管理，得到周边居民的称赞。

据了解，王家河水环境综合治理目前已完成河道清淤5.2公
里，河底淤泥厚度减少0.6米；新建管网55公里，新建生态滤池1
座，彻底解决了王家河周边的防洪排涝、水质保障等问题，也带动
河道两岸土地开发利用，实现了“厂网河岸一体”。

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治理，兰州的天越来越蓝。 李琛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