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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产业唱响绿色低碳主旋律环保产业唱响绿色低碳主旋律
本报记者 刘 瑾

最近半个月，出行市场“领头

羊”滴滴因为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滴滴出行”

APP 及旗下其他 25 款 APP 下架。7

部门还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

公司，展开网络安全审查。

消息一出，不少市场从业者积

极寻找机会，抢占“真空期”。有的

加大广告投入吸引新用户，有的发

力司机端补贴，试图改变当前市场

格局，颇有些行业“洗牌”的意味。

经过数年的发展和多轮竞争，

出行市场现已成为千亿元级大产

业，市场集中度较高，仅滴滴一家企

业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八成。如

今，滴滴受到处罚，对追赶者来说是

难得的机遇，对于行业发展也不失

为一件好事。

随着企业规模和话语权的增

加，出行市场出现了抽成比例高、

随意调整计价规则、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等一系列乱象，不时

引发消费者诟病，相关部门也多次

就此约谈和处罚相关企业。此次竞

争 再 起 ， 有 助 于 这 些 问 题 得 到

解决。

对于消费者和司机来说，也有

了“薅羊毛”的机会。其他平台企业

为了抢占市场，加大了对司机和顾

客的补贴力度。更多平台的进入，

客观上减轻了群众的出行负担，增

加了司机收入。

目前，市场的“洗牌”结果尚不

明朗。企业在竞争之余，一定要看

到审查背后的原因，深刻吸取教训，

避免出现恶性循环。

首先，要牢记教训，注重数据安全。互联网已成为当

下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也是群众生活的重要工具。出行

企业在投入大量资源抢占市场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安

全，守住数据安全底线，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

利益。

其次，要严守规矩，避免出现垄断。相对于司机和乘

客，平台公司具有优势地位。滴滴旗下 APP 存在严重违法

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就是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体

现。在这次的行业“洗牌”中，无论市场竞争结果如何，无论

哪家或者哪些企业得到壮大，都需要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再次，要以人为本，注重可持续发展。近日，中华全国

总工会印发意见，明确提出要切实维护网约车司机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司机是出行领域最重要的

“资产”之一，企业要重视他们的利益和诉求。

只有这样，出行领域“洗牌”才有意义，行业发展才能够

更加健康有序。

全国碳市场近日正式开市，为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

供了重要的市场机制，也让绿色低碳更清晰地成为环保产业发

展的“主旋律”。

在日前召开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及 2021环保

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邱启文表示，“十四

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减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

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绿色需求不断释放

对于传统产业来说，向绿色转型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

一役，对环保产业而言，绿色低碳提供了许多新机遇和应用

场景。

从 2016年开始，连续参加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以下简称

“环保展”）的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一直专注于工业

有机废气治理。“公司从 2016 年的 300 多人发展到 700 余人。”

华世洁董事长郅立鹏说，随着各地标准规范要求提升、指标排

放要求逐步提高，环保技术向着循环、绿色、低碳、节能的方向

发展，公司也在不断优化现有产品，探索更多节能减排的方法，

例如余热回用、能耗智能监控与切换系统等为客户降低成本。

“碳达峰、碳中和带来巨大的绿色投资和消费需求。”国家

发展改革委环资司绿色发展推进处处长吕侃表示，碳达峰、碳

中和绝不是就碳论碳的事情，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

系统性变革，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方向。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严刚表示，从环保产业的角

度来看，绿色低碳今后将发挥引领性的作用，未来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对绿色产业的需求会加速释放。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下，绿色产业重点领域包括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

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

源5个一级行业。

通过对“十四五”期间上述 5 大领域的市场规模作出预

测，严刚认为，新能源汽车以及与之相关的充电基础设施、

换电基础设施、动力电池回收等行业的市场增速或将超

过30%。

资本市场对绿色产业的未来十分看好。中金公司研

究团队预计，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的总绿色投资需

求约为 139 万亿元，其中 2021 年到 2030 年的绿色投资需

求约为 22万亿元，2031年至 2060年的绿色投资需求约为

117万亿元。

低碳技术亟需创新提升

在环保展上，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台

前围满了来咨询的客户。产品总监杨建虎告诉记者，公

司的“生态大脑”整体解决方案以“蓝天云”“碧水云”“净

土云”“低碳云”“自然云”“健康云”为核心，统一规划、协调、指

挥、决策，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可视、可知、可控、可

预测。目前，该方案已在全国多地广泛应用。

近年来，我国环保产业始终保持快速发展。据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等单位的研究表明，从 2004年到 2019年，中国环保

产业营业收入从 600 亿元增加到 1.8 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25%。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300万家环保相关企业。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要求相比，我国在环保产业尤其是低碳领域的创新能力不

足、创新机制僵化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亟需加强。”吕侃表示，我国绿

色低碳技术领跑、并跑、跟跑的比例分别为 10%、35%和

55%，总体处于跟跑阶段。国内科研院所绿色专利失效和弃

权比重高达 60%，许多技术成果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协同保障能力不强，部分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储能、氢能、智能电网等装备研发有待增强，碳汇技术

方面研究明显不足。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曲

久辉分析说，未来，中国的环保产业将由工程竞争向技术竞争

转变，由项目竞争向服务竞争转变。在绿色发展和碳中和的引

导下，环保产业在经济结构和科学技术方面会发生深刻变革，

环保企业必须有自己的技术。

低碳绿色是引领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曲久辉指出，

未来环保产业技术创新有五个重要方向。一是废物资源化及

循环型社会构建技术；二是环境健康与风险控制技术；三是基

于自然过程的绿色能源的水质净化技术；四是支撑绿色产业的

现代生物、新材料和现代信息技术；五是支撑精准管理的智慧

化产业技术，尤其是重大装备的研制以及精准化的升级。

发力新业态新模式

作为全球领先的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杭州海

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环保展上，向用户展示了公司

在智慧环保业务中的解决方案。

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发展模式成为海康威视进入环保产

业的主要方向。海康威视副总裁王英杰表示，希望把视频智能

技术、全光谱技术、大数据技术和统一软件架构的理念，展示给

环保行业内的合作伙伴以及用户。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告诉

记者，公司在积极探索打通资产证券化路径、PPP 绩效考核机

制等新模式和机制，以及价格机制改革和相应配套政策。他表

示，只有把这些综合起来，企业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各细分行业协同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严刚

表示，绿色低碳在我国发展中具有引领性的作用。随着市场竞

争和管理需求，未来环保产业的行业集中度会不断提高，“精专

特优”成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环保企业今后应找准发展定

位，在细分领域深耕，同时打破行业间的应用壁垒，推广“生

态+”“光伏+”等新兴服务业态。

在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共抓大保护，创抓新机遇”成

为业内共识。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赵笠钧日前出席活

动时表示，在新发展阶段，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新技术、新

产业和新业态，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产业支撑体系向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方向迈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迎来更大发展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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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原电池法超高纯氧化镁技术”千吨生产线在河北唐

山正式启动。该生产线落地后，不仅将把国内氧化镁原有纯度

提高1个百分点，更将推动我国钢铁行业进入超洁净时代。

据悉，该生产线由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北京理工大学机械

与车辆学院转化研究中心研发。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周宁生表示，高纯度氧化镁具有高导热性、绝缘

性、透光性等特点，在未来将与多个行业融合发展。随着超高

纯氧化镁技术的突破，并正式步入产业化初级阶段，我国多个

行业将迎来实质性利好。

近年来，我国的特钢质量虽有明显进步，但产量和质量仍

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想要减少夹杂物的引入，必须

依赖耐火原料的高纯度。

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特种钢需求大约 1亿吨，我国只占

不到 5%的产能。我国对特种钢的需求长期依赖进口，包括模

具用钢、高负荷轴承用钢、大型火力发电从转子轴用钢材等。

2019年，我国钢铁进口量达到 2000万吨，显示出我国在特种钢

材方面，从种类到产量都存在巨大生产缺口。

记者了解到，“原电池法超高纯氧化镁技术”可以制备出最

高纯度达 99.95%的超高纯氧化镁，填补了我国冶金工业中高

纯度氧化镁的缺口，打破了此前高纯度氧化镁完全依赖进口的

局面。高纯度氧化镁作为耐火材料，可广泛应用于生产精炼钢

用功能材料，不仅能直接推动钢材洁净度的提升，更缩短了我

国与发达国家在高温合金技术领域的差距，对推动钢铁行业的

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核电水泥、海洋工程水泥等高档水泥窑炉，药用玻

璃、光学镜头玻璃等高档玻璃窑炉的建设也将受益于超高纯氧

化镁技术的突破。同时，超高纯度氧化镁还是涡轮发动机叶

片、航天器隔热瓦、火箭及导弹雷达保护罩等氧化锆陶瓷材料

的最佳稳定剂之一。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转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靓

表示，镁还是一种绝佳的储能材料，具有运输安全、绿色环保、

放电过程可控等优点。由于镁和氧化镁之间的转换是可逆的，

它可以作为能量载体，替代碳循环成为长期能源储存资源。以

无污染的镁循环来代替碳循环能源，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和能

源储备的国家战略。

更值得一提的是，以高纯度氧化镁作为耐火材料的电炉吨

钢释放二氧化碳量仅为高炉的 23.2%。这意味着通过大量增

加电弧炉钢的比例，可以快速实现钢铁行业的节能减排。而钢

铁行业作为工业部门第一大碳排放来源，其降碳工作将对我国

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产生重要影响。

超高纯氧化镁技术获突破
本报记者 王轶辰

一艘电动游船在位于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紧水滩水力发电站库区的云和仙宫湖景区湖面上行驶一艘电动游船在位于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紧水滩水力发电站库区的云和仙宫湖景区湖面上行驶。。近年来近年来，，

云和县积极打造云和县积极打造““零碳零碳””示范县示范县，，探索生态发展之路探索生态发展之路，，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摄摄

猪肉价格涨跌备受公众关注猪肉价格涨跌备受公众关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

数据数据显示显示，，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我国生猪生产全面恢复我国生猪生产全面恢复。。据国家统计据国家统计

局统计局统计，，66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45644564万头万头，，相当于相当于20172017年年年年

末的末的102102%%；；生猪存栏生猪存栏44..3939亿头亿头，，恢复到恢复到20172017年年末的年年末的9999..44%%。。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从从22月份开始月份开始，，生猪价格连续生猪价格连续55个月下降个月下降，，到到

66月末月末，，全国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价格每公斤全国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价格每公斤 2424..66元元，，比比 20202020

年年 22月份的历史最高价下降了一半以上月份的历史最高价下降了一半以上。。养殖利润不断下养殖利润不断下

降降，，使得使得66月份不少养猪场户陷入亏损月份不少养猪场户陷入亏损。。

““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既不利于产业长期稳定发既不利于产业长期稳定发

展展，，也不利于猪肉长期的稳产保供也不利于猪肉长期的稳产保供。。””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局二级巡视员辛国昌表示局二级巡视员辛国昌表示，，生猪价格波动本身是市场配置生猪价格波动本身是市场配置

资源的一种表现资源的一种表现，，但是大起大落对行业发展但是大起大落对行业发展、、群众生活群众生活、、稳稳

定物价都会带来一定影响定物价都会带来一定影响。。

辛国昌分析说辛国昌分析说，，生猪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产能恢复生猪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产能恢复

较好较好，，带动市场供应随之增加带动市场供应随之增加。。据农业农村部对定点屠宰据农业农村部对定点屠宰

企业统计企业统计，，66月份规模以上屠宰企业屠宰量达月份规模以上屠宰企业屠宰量达 22002200万头万头，，同同

比增长比增长6666%%。。

此外此外，，一些商业机构借势炒作一些商业机构借势炒作，，误导养猪场户也是助误导养猪场户也是助

推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推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今年年初受寒潮影响今年年初受寒潮影响，，仔猪成仔猪成

活率有所下降活率有所下降，，一些养猪场户开始压栏惜售一些养猪场户开始压栏惜售，，甚至买别人甚至买别人

出栏的肥猪出栏的肥猪，，进行二次育肥进行二次育肥，，结果结果 66月份的市场并不像预月份的市场并不像预

期那样价格行情比较高期那样价格行情比较高，，导致一些养猪场户陷入亏损导致一些养猪场户陷入亏损。。””

辛国昌说辛国昌说。。

针对这种局面针对这种局面，，农业农村部连续发布预警信息农业农村部连续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养提醒养

猪场户避免投机性压栏和恐慌性出栏猪场户避免投机性压栏和恐慌性出栏，，加快淘汰低产母加快淘汰低产母

猪猪。。同时同时，，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猪粮比价过度下跌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猪粮比价过度下跌

的一级预警的一级预警，，分两批收储了分两批收储了33..33万吨猪肉万吨猪肉。。在各方密切配合在各方密切配合

下下，，近期猪价下跌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近期猪价下跌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77月份以来月份以来，，猪猪

价基本稳定在成本线附近价基本稳定在成本线附近，，市场上活猪价格每公斤市场上活猪价格每公斤1616元元。。

下半年的生猪市场走势如何下半年的生猪市场走势如何？？辛国昌认为辛国昌认为，，下半年整下半年整

体消费会有所增加体消费会有所增加，，从生产增长惯性看从生产增长惯性看，，猪肉供应也会有所猪肉供应也会有所

增加增加，，随着消费趋旺随着消费趋旺，，养猪效益将会回到正常利润水平养猪效益将会回到正常利润水平。。但但

也要提醒广大养猪场户也要提醒广大养猪场户，，高利润阶段已经结束高利润阶段已经结束，，不要再赌市不要再赌市

场场，，要多关注农业农村部的官方预警信息要多关注农业农村部的官方预警信息，，不要盲目压栏不要盲目压栏，，

要有序出栏要有序出栏，，不要再以投机心态来安排生产不要再以投机心态来安排生产，，要做好长期的要做好长期的

节本增效工作节本增效工作。。

抑制和缓解猪周期抑制和缓解猪周期，，避免猪贵伤民避免猪贵伤民、、猪贱伤农是一个重猪贱伤农是一个重

大课题大课题。。辛国昌表示辛国昌表示，，下一步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着力做好三方农业农村部将着力做好三方

面工作面工作。。首先首先，，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果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果。。在这一轮生猪产在这一轮生猪产

能恢复中能恢复中，，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地方层层压实责地方层层压实责

任任。。要继续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要继续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保持用地保持用地、、环评环评、、金融等基金融等基

础政策的连续性础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稳定性，，继续压实地方的稳产保供责任继续压实地方的稳产保供责任，，

防止一些地区在政策上防止一些地区在政策上““翻烧饼翻烧饼””。。同时同时，，要抓好非洲猪瘟要抓好非洲猪瘟

的常态化防控的常态化防控，，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帮助养猪场户在低谷期帮助养猪场户在低谷期

节本增效节本增效。。

其次其次，，要加快建立稳定生猪产能的调控机制要加快建立稳定生猪产能的调控机制。。20192019年年

农业农村部建立了规模猪场的直连直报系统农业农村部建立了规模猪场的直连直报系统，，可以准确掌可以准确掌

握全国年出栏握全国年出栏500500头以上的头以上的1818万家规模猪场每月生产变化万家规模猪场每月生产变化

情况情况。。今后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生产与市场的监测预警要进一步加强生产与市场的监测预警，，特别是特别是

推动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的调控指标推动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的调控指标，，建立生猪建立生猪

生产逆周期调控的触发机制生产逆周期调控的触发机制。。

此外此外，，要大力促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大力促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办公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加快建要加快建

设现代生猪养殖体系设现代生猪养殖体系，，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继续推进标继续推进标

准化规模养殖准化规模养殖，，支持龙头企业帮带中小养殖户改变传统养支持龙头企业帮带中小养殖户改变传统养

殖方式殖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健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要健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强强

化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化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生猪产品加工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生猪产品加工

流通体系流通体系，，促进养猪业绿色循环发展促进养猪业绿色循环发展。。

节本增效应对猪价起落
本报记者 吉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