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绿动】

□本报记者 刘向平

“ 力 争 在 2023 年 实 现 碳 达 峰、
2030 年具备减碳 30%的工艺技术能
力 、2042 年 碳 排 放 量 较 峰 值 降 低
50%、2050 年实现碳中和。”5 月 14
日，在包钢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规划研
讨会暨规划目标发布会上，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魏栓师掷地有声地说。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包钢划定了
时间表和路线图。

2 月 8 日，包头市委常委会提出，
要抢抓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历史机遇，
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
布局、整体性推进，抓紧制定包头碳达
峰总体行动方案和详细子方案，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4月 8日，包头市召开深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和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市
动员部署大会，出台了“1 +10 +N”行
动方案，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4 月 28 日，第一届现代能源产业
发展大会在包头召开。包头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确定：建设全国重要的现
代能源产业基地、大力发展现代能源
经济，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努力
把包头打造成为能源生产变革的领军

者、能源消费变革的先行者、绿色生活
方式的积极践行者，努力争取在迈向
碳达峰、碳中和的征程中做模范城市。

包头市发改委副主任孙连坤介绍
说：“包头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建设现
代能源经济有着独特的优势，‘绿电’

‘绿氢’等新能源资源丰富。目前，包
头市已经在风能、太阳能、氢能、核能
等非化石能源生产及相关制造和服务
领域形成了很好的产业基础，既包括
装备和零部件制造，也包括以稀土为
支撑的永磁材料、储氢材料以及碳纤
维材料的生产。”

资源赋能，包头正对焦“双碳”目
标，践行绿色发展。

在内蒙古包瀜环保新材料有限公
司碳化法钢铁渣综合利用项目万吨验
证项目基地的中控室里，2 名操作人
员每天上午 9 点准时启动项目自动化
操作，不到 7 个小时就可完成从钢渣
等原材料到高纯碳酸钙等产品的项目
验证全流程。

“我们的技术可以把钢渣等固废
转化成高纯碳酸钙、铁料等具备工业
用途的产品，同时还实现了碳减排。
这种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落地，在全
国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内蒙古包瀜
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文剑
说。

在九原工业园区，内蒙古浦景聚
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内，副总经
理刘蒙惠指着一个小瓶子向记者介
绍：“这里装的就是我们最终生产的产
品聚乙醇酸颗粒。经过一系列加工
后，可以进一步变成可降解购物袋、饮
料瓶中的夹层、以及我们餐桌上出现
的刀、叉、吸管这些餐具。不同于往常
的塑料，这些产品在自然条件下可以
实现完全降解，对环境无毒无害，十分
环保。”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进忠
告说：“包头在项目储备和拓展合作项
目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推进了
15 家发电企业平稳有序进入全国碳
市场，推动了 7 个低碳项目进入自治
区项目库。”

连日来，包头组织专班对全国碳
捕集、碳利用和碳封存等技术进行专
题梳理和调研，与北京光合新能、中科
院上海高研院、清华大学等 16 家领先
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了技术和项目对
接。

据了解，包头今年将实施和百泰
10万吨/年焦炉气制甲醇等 17个低碳
减碳项目，全部完工预计可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约20万吨/年。

与此同时，包头全面推行绿色建
筑理念，今年所有新建民用建筑全部

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努力从资源消耗
“大户”转换升级为节能降耗的绿色先
锋。

目前，宫园墅、奥体三号商住小
区、万郡大都城、包头师范学院等项目
均已打上了“绿色建筑”的标签。

在青山区利民社区，记者看到辖
区内 4 色分类垃圾桶整齐地摆放在每
个单元的楼下。居民张大爷对记者
说：“过去的垃圾桶没有分类，有异味
不卫生，影响环境。如今社区内更换
了 528 个新式 4 色带盖分类垃圾桶，
大家对号投放，既干净又安全。”

包头市固废中心副主任袁晓东介
绍，包头现有 136家单位创建了“绿色
细胞”，其中绿色商场 11 家、绿色超市
20 家、绿色餐饮 81 家、“无废”机关及
事业单位达到24家。

据近日公布的《2021 年包头市居
民低碳生活意识与行为调查报告》显
示，88.1%的受访者参与低碳生活，
65.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从一举一动
为低碳做贡献。

“越来越多的绿色达人正在引领
低碳生活新时尚，一场全民参与绿色
低碳生活的行动，正在成为推动包头
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强大动
力。”包头市生态环境宣教中心主任海
啸说。

对标“双碳”目标，包头总动员！
【绿韵绿韵】

□本报记者 李永桃

近日，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
“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行
动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从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加强和改进价格调控、促进资
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升公共服务供
给质量等 4 个着力点，对“十四五”时
期价格机制改革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方案》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深
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到
2025 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主
要由市场决定，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科学定价机制全面确立，能源资源价
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重要民生商
品价格调控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服务
价格政策基本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
要求的价格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强化目标导向。坚持市场化改
革方向不动摇，深入推进电力、石油
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
成机制，加强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
格成本监管，逐步理顺能源价格，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加快补齐短板。以重要民生商
品、大宗商品为重点，健全监测预测
预警体系，完善调控工具箱，强化政
策配套，提升保供稳价能力和水平。

强调系统治理。全面推进水资
源价格改革，理顺从原水到终端供水
的全链条价格机制，完善污水处理收
费政策，助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
治和水生态修复。

坚持改善民生。聚焦人民群众
所思所盼，完善教育、养老、殡葬、景
区等公益性服务价格政策，健全水电
气暖和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价格机
制，推动提升供给质量效率。

《方案》从能源供给、消费两方面提
出了重点举措。一方面是促进能源供
给结构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水电、核
电、天然气发电等上网电价市场化改
革，完善风电、光伏发电价格形成机制，

落实新出台的抽水蓄能价格机制，建立
新型储能价格机制，推动新能源及相关
储能产业发展。继续推进输配电价改
革，理顺输配电价结构，提升电价机制
灵活性，促进新能源就近消纳，以及电
力资源在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是推动能源消费结构优
化。完善针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差
别电价、阶梯电价等绿色电价政策，加大
实施力度，促进节能减碳。降低岸电使
用服务费，推动长江经济带沿线港口全
面使用岸电。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
引导节约用电，优化电力消费行为。
完善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形成机制，稳
步推进天然气门站价格市场化改革。

【【锋向锋向】】

聊

最新价格改革路线图锚定“碳”目标

废弃口罩对野生动物
危害有多大？

你知道吗？废弃口罩在环境中
降解需 400 至 500 年。

据 海 洋 保 护 组 织 Oceans
Asia 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共产生 520 亿只废弃口罩，
其中就有至少 15.6 亿只被丢弃到
海洋中。一次性口罩不可降解，若
随意乱丢，对环境造成的危害难以
估量。更可怕的是，这些废弃口罩
降解至少要数百年，即使降解了，也
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破坏。

口罩可以有效减少病毒的传
播，它保护了人类，却成为了动物的
杀手。

口罩降解需要多久？根据美国
化学学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全球
人口每天使用 1只口罩，那么全球每
月就会产生1290亿只废弃口罩。如
此庞大的数量，如果处理不当，就会
对环境产生难以估计的危害。

想要了解口罩降解需要多久，
首先要了解口罩的制作材料。一般
的口罩都是由无纺布、活性炭等材
料做成的，而这些材料的主要成分
是聚丙烯与聚乙烯。

虽然目前并没有权威机构发布
过垃圾降解时间表，但是口罩的原
材料聚丙烯与聚乙烯，一般的水解
和生物对它基本没有降解作用。根
据韩媒称，一次性口罩分解需要大
约 450 年的时间。

该如何正确丢弃口罩？使用过
的口罩可能携带大量微生物，如病
毒、口腔细菌等。这些微生物不仅
可能源于外界，通过吸气吸附在口
罩的外表面，也有可能因为使用者
本身携带细菌、病毒，通过呼气吸附
在口罩的内表面。因此，使用过的
口罩需要正确规范处理。

① 在平时生活中，健康人群佩
戴过的口罩，没有新型冠状病毒传
播的风险，可以按照生活垃圾分类
的要求处理。疑似病例或确诊患者
佩戴的口罩，不可随意丢弃，应视作
医疗废弃物，严格按照医疗废弃物
有关流程处理，不得进入流通市场。

② 在医疗机构时，无论是求医
问诊，还是看望病人，抑或是采访调
查，但凡在医疗机构中使用过的口罩，
建议直接投入医疗废物垃圾袋中。这
些口罩作为医疗废物会由专业处理机
构进行集中处置。而且，在处理口罩
后，一定要注意进行手部卫生。

来源：环保科普 365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整理

本报 6 月 2 日讯 （记者 梁亮）
近日，鄂尔多斯首家环保超市开业。

据悉，此环保超市是鄂尔多斯市
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宜兴国际环
保城联合打造的环保行业体验式实体
展示中心。中心通过整合环保行业资
源，集产品展示、设备销售、信息发布、
产学研对接、线上+线下交易等五大
功能为一体，构建新生态产业交易服
务平台，有效解决地区环保设施设备
集中采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价格虚
高、质量难保障、售后服务难、交货周
期长等问题，全方位的解决环保产业
各类工业企业的需求。

目前，环保超市入驻产品覆盖水、
气、声、固、仪及配套产品 12 个系列，
超过 3000 个品种。

鄂尔多斯

首家环保超市
开业

本报 6 月 2 日讯 （记者 李永
桃）今年以来，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大力
实施“创新、资源、市场、国际化、绿色
低碳”五大战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提高能源、水资源利
用率，降低能耗水耗，全力打造节能降
耗、提质增效“升级版”，节能减排等各
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各提
质增效项目推进落实见效。

今年以来，公司同比生产用电单
耗降低 8.76 度/吨，减少生产外购电
1，518 万度，生产蒸汽消耗同比减少
1.5 万吨，单耗降低 50 千克/度吨，同
比减少外购新鲜水 7.9 万吨，累计降
低燃动成本达到 395 万元。

其中，公司加强总变电站电网系
统功率因数优化，同比减少电损 23.6
万度；第二联合车间与动力车间联动
优化热媒水系统运行，同比节约外部
用汽 6480 吨，节电达到 3 万余度。此
外，公司还采取了诸如节约原油卸车
蒸汽用量，部分生产装置采用热直供
料，污水场管线蒸汽伴热改造为采暖
水伴热等十余项节能降耗措施，节约
蒸汽近万吨。

呼和浩特石化

能源利用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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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梯田花海、清泉叠瀑，近观沙
滩流彩、游船戏水，这里描绘的景点就是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天骄天骏生态旅游
度假区。畅游在沙水相依的两处度假
区，游客可赏花、游山、玩水。

曾经的天骄山是采石点，山体裸
露、矿坑无数。处于天骄山下的神骏湾
属洮儿河支流，沙坑遍野、垃圾遍地。

近年来，兴安盟全力推进山体修
复、河道修复、绿化提升等重点项目，实
现了生态修复、旅游融合。如今，这里
秀美风光塞江南，实现了当地居民“家
门口观绿看海”的梦想。不远处的天骄
山，与神骏湾遥相呼应，山青水秀，更吸
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

【【绿舞绿舞】】

神骏湾俯瞰图神骏湾俯瞰图

特色主题西餐吧特色主题西餐吧

植树造林再修复

沙滩一角沙滩一角

本报 6 月 2 日讯 （记者 梁亮）
为有效降低臭氧污染天气，切实做好
高温月份（6 月 1 日—7 月 31 日）臭氧
污染管控工作，日前，呼和浩特市出台
多项临时管控措施防治臭氧污染。

在工业企业管控方面，除不可间
断工艺外，呼和浩特施行工业企业涉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工段（车间）错峰
停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石油、化
工、煤化工、医药、农药等行业，全厂开
停车、装置整体停工检修和储罐清洗
应避开应急响应时段，减少非正常生
产工况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
禁止露天和敞开式喷漆、喷涂作业。
对不可中断工艺企业在安全前提下，
涉及 VOCs 排放工序减排 20%。

在建筑领域管控、运输车辆管控和
加油站、储油库管控方面，严格控制建
筑墙体粉刷装饰、道路画线、露天焊接、
沥青铺设等施工作业时间，严格控制储
油库、加油站卸油、收油作业时间。

在洒水增湿作业和沿街商铺、餐饮
业管控方面，加密重点道路洒水保洁频
次，降低区域内温度，禁止沿街商铺露
天和敞开式喷漆、喷涂、焊接作业。

呼和浩特

管控高温月份臭氧污染
有招

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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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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