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动】

□本报记者 李永桃

走进呼和浩特市如意新区内蒙古
革命历史博物馆建设现场，雨水回收
利用系统、植草砖、透水地砖、节能灯
具、楼板隔声减震坠层……诸多节能、
防震设计元素叠加，让这个项目不折
不扣地打上了“绿色建筑”的符号。

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呼和浩特
恒大金融小镇1—15#楼、万铭总部基地、
包头医学院科训楼……2020年，我区共
有26个建筑项目获得绿色建筑标识。

圈点内蒙古建筑业，绿色建筑正风
生水起。来自自治区住建厅统计数据
显示：截止2020年底全区在建和竣工
绿色建筑已达 8859.45 万㎡，其中有
112个项目1246.37万平方米通过了绿
色建筑评价，取得了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包括一星、二星、三星，涵盖居住建
筑、公共建筑、设计标识、运营标识。
2020年，内蒙古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
例达到51.8%，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是一次次绿色建筑的大推行，
也是一次次绿色发展理念的大渗透，
更是一场场绿色生活的大变革！

2012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

于积极发展绿色建筑的意见》，对获得
绿色建筑标识评价的项目减免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和给予自治区优质样板
工程评选、“草原杯”工程质量奖加分
等激励政策。

为加快自治区绿色建筑发展，
2014 年，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内蒙古自治区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
案》（内政办发〔2014〕1号），推动我区
绿色建筑的规模化发展。

为建立绿色建筑标准体系，自治
区先后制定出台了《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绿色保障
性住房技术细则》（试行）、《绿色施工
技术规程》等标准，保障自治区各类民
用建筑在绿色建筑应用方面有章可
依。自2014年起，政府投资的国家机
关、学校、医院、博物馆、科技馆、体育
馆等建筑，保障性住房，单体建筑面积
超过2万平方米的机场、车站、宾馆、
饭店、商场、写字楼等大型公共建筑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2019年5月31日，自治区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民用建筑
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条例分别
对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单

位提出了各自的职责要求，明确了建
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工作过程中各
责任主体部门和单位的责任。绿色建
筑发展作为重点章节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立法，从绿色建筑项目立项、规划、
土地出让、建设、设计、审查、施工、监
理、监督、验收、评价、销售、物业管理
等进行了全面规定，将绿色建筑发展
中的各环节责任予以明确，形成闭合
管理，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的出
台填补了我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工
作的法制空白，使我区建筑节能工作
走上了依法管理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2020 年，自治区住建厅制定了
《2020年全区绿色建筑发展行动计划》，
明确了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工作步骤、执
行范围、部门监管责任、各方主体责任、
高星级绿色建筑发展和培训教育等要
求，推进全区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面上攻坚，点上发力。我区各盟
市在推进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政策指
引上出台了不少激励措施。呼和浩特
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将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列入执行范围；
鄂尔多斯市鼓励部分旗区全面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通辽市突破了“四类建
筑”中5万平方米以上的实施范围规

定，将市中心城区4万平方米以上居
住小区和旗县中心城区2万平方米以
上纳入执行范围。为加强绿色建筑源
头管控，明确了责任分工，建立全过程
的监管责任体系。兴安盟成立了加快
绿色建筑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乌兰察布
市成立了由市住建局组成的领导小组，
健全了工作机制，推进绿色建筑协同发
展。在绿色建筑建设实施过程中，通过
对项目招投标、工程概预算、委托设计、
施工图审查、施工管理、工程检测、房地
产销售等各环节明确绿色建筑指标要
求，严格落实绿色建筑执行范围。

绿色建筑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未来可期！“今年，按
照《内蒙古自治区民用建筑节能和绿
色建筑发展条例》规定，国家机关办公
建筑、保障性住房和政府投资的学校、
医院、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等公益
性建筑，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公共
建筑，5万平方米以上的居住小区，城
市新建区、绿色生态城区的新建建筑
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引导各地建
设星级绿色建筑工程，建设一批高星
级绿色建筑、绿色生态小区，推进星级
绿色建筑集中连片发展。”自治区住建
厅有关负责人指出。

逐逐““绿绿””而上而上，，内蒙古绿色建筑占据内蒙古绿色建筑占据““半壁江山半壁江山””

邻居王大爷前阵子发现
自己的胳膊时而发红时而发
绿，去医院检查医生也说不
出个所以然，最后还是经验
丰富的院长亲自出马解决
了：“王大爷，您的胳膊没啥
事，就是衣服掉色了！”

嘿，虚惊一场！不过这
件事倒是提醒了我们：服装
中的化学品残留对人体是否
有害呢？

要知道，咱们穿的各色
服装都是染料染出来的，而
染料无非为天然和合成两大
类，其中一部分染料需要媒
染剂才能使颜色黏着于纤维
上。可是穿着时间久了，它
们就会慢慢脱落，比如王大
爷的衣服。这些脱落的化学
物质中，其中有一部分就有
毒，比如能释放致癌芳香胺
的偶氮染料等。人体接触到
了，胳膊变色是小事，变质就
麻烦大了。但染料还不是最
厉害的角色。壬基酚聚氧乙
烯醚和邻苯二甲酸脂这两个
家伙才是服装中化学品残留
的典型代表。其中壬酚聚氧
乙烯醚广泛用于印染和水洗
环节，排放到环境中会迅速
分解成毒性更强的环境激素
壬基酚，可能干扰人体的内
分泌系统并影响生殖系统。
而邻苯二甲酸脂具有生殖毒
性，作为塑化刘广泛用于胶
印过程，万一通过手、口的接
触进入人体就可能导致男性
精子数量减少和女性的不孕
不育，严重影响到儿童和孕
期妇女的健康安全。

受人们追求时尚的心理
使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胶印
图案被直接印刷在T恤等贴
身衣服上，而且诸如合成纤
维等新材料也成为了服装的
主要面料。另外，全氟化合
物、棉花生产过程中的农药
残留，这些不可忽视的有害
化学品残留都会增加服装中
的化学品残留风险。那么，
有人说，莫非只有回归原始
的兽皮树叶才健康？那倒没
必要，建议大家尽量购买浅
色和免胶的衣物。另外，新
衣服最好清洗晾晒过再穿。
要知道，美丽很重要，健康更
重要啊！

来源：环保科普365
本报记者李永桃整理

服装中的
化学品残留
会有危害吗？

全区108座城镇

污水处理厂“三低”问题
全部销号验收

本报2月17日讯 （记者 李永桃）记
者从自治区住建厅获悉，“十三五”期间，我
区着力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区
108座城镇污水处理厂“三低”问题全部销
号验收。“一湖两海”综合治理项目建设任务
全部完成。13段城市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
理任务。累计淘汰10蒸吨及以下燃煤供热
小锅炉 507 台。清洁取暖率达到 90.3%。
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70%。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还着力补齐城镇
建设短板，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增强。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1%，城镇建成区面
积2258.7平方公里。累计完成城镇基础建
设投资2579亿元。全区城镇用水普及率、
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燃气
普及率、建成区绿地率、城镇人均道路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持续提升，城镇面
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系统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统筹抓好城市防洪和排涝工作，巩固城
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

全区

地下水环境监测工作
取得良好开端

本报2月17日讯 （记者 梁亮）2月
10日，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为了
推进地下水环境监测体系建设，自治区在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指导下，将呼和浩特市作为
试点地区，多措并举，全力开展地下水环境
监测各项工作。

据悉，目前我区已印发实施《自治区
2020 年污染企业和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
区地下水水质试点监测实施方案》，编制完
成《自治区2020年污染企业和地下水型水
源地保护区地下水水质试点监测报告》。
同时，按照国家要求，认真优化调整“十四
五”环境质量考核点位，地下水型饮用水源
及工业园区分布图等系列图件，编制形成
《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
现状分析和优化调整建议报告》，于 2020
年 9月顺利通过生态环境部技术审核，并
在组织对“十四五”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
考核点位开展一轮基数监测基础上，向生
态环境部顺利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十四
五”地下水环境质量国家考核点位水质状
况基数监测报告》，实现全区地下水环境监
测工作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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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舞绿舞】】

□□本报记者 王连英

2月伊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自治区矿山企业踌躇满志。今年，在
内蒙古全面建设绿色矿山的征程中，
他们信心十足，因为，自治区政策红
利多多。

去年11月份，为加强我区矿山环
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实现矿业开发绿
色、健康、持续发展，我区发布了《内蒙
古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方案》，规定纳
入国家或自治区名录库的矿山企业，
可按照规定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在矿产资源方面，对实行总量调
控矿种的开采指标、矿业权投放，符合
产业政策和矿山发展规划的，优先向
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安
排。

在绿色矿山建设用地方面：一是

土地利用规划计划保障。各地区在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优先保障新建、
改扩建绿色矿山合理的新增建设用
地需求。二是降低用地成本。对于
采矿用地，在依法办理建设用地手续
后，可以采取协议方式出让、租赁或
先租后让；可以依据矿山生产周期、
开采年限，在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内，
灵活选择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实行
弹性出让，并可在土地出让合同中约
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三是支
持绿色矿山企业复垦盘活存量工矿
用地。支持绿色矿山及时复垦盘活
存量工矿用地，并与新增建设用地相
挂钩；在符合规划和生态要求的前提
下，允许将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
增加的耕地用于耕地占补平衡；对矿
山依法开采造成的农用地或其他土
地损毁且不可恢复的，按照土地变更
调查工作要求和程序开展实地调查，

经专报审查通过后纳入年度变更调
查，涉及耕地的，据实核减耕地保有
量，但不得突破各地区控制数上限，
涉及基本农田的要补划。

在财税支持方面，修订相关财政
及项目规范标准，允许将绿色勘查技
术应用的新增费用及工作区环境恢
复治理费用纳入项目预算。财政、自
然资源部门在安排地质矿产调查评
价资金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绿色
矿业发展示范区内符合条件的项目
适当倾斜；在用好中央资金的同时，
加强地方地质矿产、矿山生态环境治
理、重金属污染防治、土地复垦等财
政资金的统筹安排，优先支持绿色矿
业发展示范区内符合条件的项目。
各级财政资金要建立奖励制度，对优
秀绿色矿山企业进行奖励。在《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内，
符合条件并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的，可依法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在绿色金融扶持方面，鼓励银行
业金融机构研发绿色矿山特色信贷
产品，加大对绿色矿山建设的资金支
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做好对
绿色矿山企业的金融服务和融资支
持。各级政府要加强对绿色矿山建
设的绿色信贷支持。将绿色矿山信
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作为银行业金
融机构办理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机
构提供服务的重要指标依据。支持
政府性担保机构探索设立结构化绿
色矿业担保基金，为绿色矿山企业和
项目提供增信服务。鼓励社会资本
成立绿色矿业产业基金，为绿色矿山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推动符合条件
的绿色矿山企业在境内中小板、创业
板和主板以及到“新三板”和区域股
权市场挂牌融资。

争创绿色矿山，政策红利多多
【【锋向锋向】】

内蒙古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把清洁低碳作为调整能源结构
的主攻方向，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排放水平。同时，内蒙古优化能源生产布局和结构，促
进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相融合，让绿色成为内蒙古能源发展最鲜明的底色。绿色发展，内蒙古能源企业
吹响集结号。 （文/李永桃）

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动力
车间2020年对除盐水进行了汽机凝结
水管线改造，有效降低了制约阴、阳树
脂再生温度的同时，减小系统不合格凝
结水对树脂的冲击，通过更新双膜系统
和配套加药系统，稳定反渗透出水品
质，实现全年除盐水水质项目达标率为
100%，达到了自2014年投用黄河水
以来的最好效果，污水处理场实现稳定
达标外排54.38万吨，实际COD外排
总量13.54吨，中水回用率60%。

内蒙古地矿集团

生态修复工作
迈出实质性步伐

本报2月17日讯 （记者 王连英）近
两年，内蒙古矿业集团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
新的市场需求，不断拓展服务领域，生态修
复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

该集团被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确定为自
治区地震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承担全区
地震地质灾害事故的地理信息应急测绘、灾
害排查和治理等技术服务工作。在全区首
次开展了“内蒙古自治区重要旅游地质资源
普查与评价”，为自治区旅游事业发展奠定
了地质科技基础。积极参与黄河流域山水
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圆满完成了“乌拉特
前旗矿山环境治理工程”，为内蒙古生态文
明建设以及我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作出贡献。积极承揽和组织实施自治
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勘界立标项目，为推
动全区自然保护地规范化建设和精细化管
理提供了技术保障和数据支撑。乌梁素海
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被
评为自治区优质工程。

【【生态优先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中煤鄂能化公司通过研究中煤鄂能化公司通过研究
废水零排放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废水零排放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将煤化工废水资源化和产品化将煤化工废水资源化和产品化，，
做到了做到了““一少一多一少一多””：：““少少””就是三就是三
废产生少废产生少，，环保治理投资少环保治理投资少；；

““多多””就是变废为宝就是变废为宝，，产品多产品多，，收收
入多入多。。公司在有效解决环保问公司在有效解决环保问
题的同时题的同时，，每年还可通过副产品每年还可通过副产品
销售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效销售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效
益益，，打造出了行业领先的绿色循打造出了行业领先的绿色循
环经济体环经济体。。

中天合创加强环保设施标准化管
理，积极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对产生
的固体废物先进行资源回收利用，再分
类妥善处理。针对能耗高、物耗高、污
染重的生产环节，2020年该公司深入
分析原因，出台清洁生产方案 69项。
方案实施后，MTO 装置甲醇产品单
耗、釜式聚乙烯单耗大幅下降。

图为中天合创自动化聚烯烃产品
流水线。

通讯员 文凯 摄

中天合创化工装置处理过的水成为鸟儿栖息的家园。
通讯员 李兵森 摄

中煤鄂能化公中煤鄂能化公
司空分装置图司空分装置图。。
通讯员通讯员 王斌王斌 摄摄

呼石化工作人员正在做排漏检呼石化工作人员正在做排漏检
查查。。 通讯员通讯员 田红营田红营 摄摄

呼石化工作人员正在做节能试
验。 通讯员 田红营 摄

中煤鄂能化公司全景图中煤鄂能化公司全景图。。
通讯员通讯员 王斌王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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