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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城市也要一年一“体检”

不用洗的衣服来了！
但这面料
对环境友好吗？

【【绿舞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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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帅政

2019年4月29日，国家生态环境
部公布了11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包头市作为我国西部典型的资源型工
业城市，成为我区唯一入选的试点城
市。

成为试点以来，包头市积极探索
“无废城市”建设新模式，推动实施了
80 个试点项目，总投资达到 171 亿
元。截至2020年底，包头市试点项目
总体进展良好，其中已完工项目 52
个，在建项目 28 个。项目全部建成
后，包头市固废综合利用及处理处置
能力将增加近千万吨。

所谓“无废城市”是一种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即通过对固体废物
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
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
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人民对
优美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

一座传统的工业城市转身“无废
城市”，处理工业固废的能力是关键。
达茂旗石宝镇内蒙古亨泰干混砂浆有
限公司厂区内大型机器作业声轰鸣，

一条年产30万吨预拌干混砂浆生产
线正在有条不紊的生产。该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作为达茂旗建设‘无废
城市’引进的首家使用预拌干混砂浆
的试点企业，我们每年可以利用26万
吨工业固废，生产的预拌混砂浆销路
也很好，是材料领域的明星材料，这样
既消耗了石宝铁矿尾矿库的工业废
料，又创造了工业价值，实现了‘双
赢’。”

近年来，包头市强化顶层设计，努
力提高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包
头市组织编制《包头市一般工业固废
资源综合利用发展规划》，切实推进粉
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推动
钢渣、粉煤灰用于道路工程建设，已成
功接入重点固废企业85家。此外，包
头市还着力推动固废源头减量。包头
市出台《关于鼓励支持“飞地经济”发
展措施》等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主城区
高污染企业搬迁改造。以钢铁、稀土、
电解铝等行业为重点，新修订《包头市
工业园区考核评价办法》，将园区循环
化改造、绿色园区创建指标纳入考核
体系。目前，稀土高新区等5个工业
园区已完成循环化改造，累计建成绿

色园区3个、绿色工厂15家、绿色设计
产品14个。

建成“无废城市”，农业废弃物的
清理和整治是脱不开的一环。一直
以来，包头市深入开展农业废弃物治
理，提升农业发展绿色水平。包头市
加快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以土
右旗为试点在全旗范围内开展“国家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全市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同时，
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广使用厚度
0.01mm以上地膜和双降解生态地膜
应用技术，从源头保证农田残膜可实
现回收利用。固阳县整县推进废旧
地膜回收利用示范项目，探索建立多
元化的农田废旧地膜污染治理投入
机制。

建成“无废城市”不仅是处理废弃
物，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城市
绿色可持续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为此，包头市制定印发《包头市主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推动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并全面推行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垃圾分类。同时，
按照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的建
设思路，推动餐厨垃圾二期扩能工程

等配套设施建设。
包头市还加大绿色建材推广应用

和装配式建筑比例，2020年，全市图
审绿色建筑面积443万平方米，占所
有新建建筑的64.5%。加快提升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实施了首个投
资1.1亿元的建筑垃圾无公害处理及
回收再利用项目，已累计处置建筑垃
圾 50万吨以上。推动全市 243处邮
政快递企业营业网点全部设置快递包
装废弃物回收装置，全市绿色包装使
用比例由 2019 年的 46.4%提高到目
前的 75.9%。推动开展“绿色商场”

“绿色超市”“绿色餐饮”“绿色机关”等
136个无废细胞建设。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清告
诉记者，通过一系列摸索尝试，包头市
初步形成了从“绿色制造”到“制造绿
色”的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模式、特色固
废利用与矿坑场地治理的协同解决模
式、“五废上山”将废弃矿山变成“金山
银山”的生态修复模式、开放引智+科
技突破+政策推动相结合多源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等“无废城市”建设新模
式，有力推动了包头市的绿色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记者 阿妮尔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推荐性行业
标准《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
程》（以下简称《规程》），自2021年6月
18日起实施。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获悉，我区近期也下发了《开展2021
年度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工作
的通知》，对相关工作作出了部署。

什么是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
估？就像每个人需要定期体检一样，也

应该对城市发展和规划实施进行定期
体检，及时发现城市的健康问题并解决。

《规程》明确，按照“一年一体检、
五年一评估”的方式，对城市发展阶段
特征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效果定
期进行分析和评价。由此，我区城市
同全国其他城市一道迎来“一年一体
检、五年一评估”。据业内人士分析，
这有助于及时揭示城市空间治理中存
在的问题和短板，提高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推动建设安全韧性、绿色低
碳、开放协调、创新智慧、包容共享并

独具魅力的美好城市。
《规程》从安全、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等维度设置6个一级类别，
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划分为23个二级
类别。其中基本指标33项，是各个城
市进行体检评估时必须要选用的。还
有89项推荐指标，各城市可以根据自
己的发展阶段和重点任务选择使用。

城市“体检”如何进行？《规程》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
人民城市”作为体检评估工作首要原
则，围绕“宜业、宜居、宜乐、宜游”，从老

百姓日常最基本的需求出发，设置了多
个反映社区安全、医疗、教育、养老等设
施覆盖情况的指标，如“15分钟社区生
活圈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社
区小学步行10分钟覆盖率”“社区中学
步行15分钟覆盖率”“社区养老设施步
行5分钟覆盖率”“菜市场（生鲜超市）
步行10分钟覆盖率”“足球场地设施步
行15分钟覆盖率”等，引导城市以人的
需要、感受和全面发展来安排好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另外，《规程》适用于全
国设市城市，非设市县城可参照使用。

如果你仔细观察过荷叶上的水
珠，就会发现圆滚滚的水珠向四面
逃窜，生怕被捕捉到似的，半点驻足
都没有。水珠能在荷叶上如此“丝
滑”，是因为荷叶是超疏水材料。

受到荷叶表面微观形貌和化学
成分的启发，近20年来，人工制造的
超疏水材料得到迅速发展。

然而，微小粗糙结构和低表面
能这两个必要条件，却也成为超疏
水材料的软肋，阻碍了它的实际应
用。首先，材料表面的微小结构是
相当脆弱的，很容易在日常磨损中
被破坏，这就要求材料本身具有更
高的强度。但更高的强度会导致材
料难以降解，用于构成粗糙结构的
纳米颗粒也难以回收。同时，为了
降低表面能，需要使用大量对环境
和人体危害极大的低表面能改性
剂，这些都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超疏水材料的优势特性之一，是材
料具有自清洁性能，可以保护表面
不受污染，降低维护成本，达到降低
能源和资源损耗的目的。然而，制
作它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却违背了这
一初衷。

实际上，在解决超疏水材料所
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方面，材料科
学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策略，
比如用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制备超疏
水材料。提出这一策略的出发点是
好的，具体应用却可能产生问题。

近年来，科学家们研发了一些
在特殊化学环境下可快速降解，并
且可以高效回收的高强度塑料，这
成为可降解、可回收塑料体系的又
一分支。其中，2014年Garcia.J等
人发现了一种在酸性条件下可降
解、可回收的热固性聚合物聚六氢
三嗪（PHT），这种聚合物兼具高强
度和可降解、可回收等性能。受这
种材料的启发，2021年5月，兰州大
学门学虎团队、中科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张招柱团队，以及英国玛
丽女王大学陆遥团队通过合作，提
出将PHT与疏水颗粒结合，用该策
略实现超疏水材料在制备、使用和
废弃后处理等各个环节的绿色无污
染。

不同于前人的方法，门学虎团
队在这一工作中用水相反应制备
PHT纳米颗粒，以便与经过表面改
性的各类疏水颗粒均匀混合。混合
后的粉末通过热压方法制备出致密
的块体材料，其表面经过简单的打
磨与刻蚀处理后，具有了像荷叶表
面一样的粗糙结构以及超疏水性。
超疏水材料的制备完全在水相体系
中，避免了有机溶剂污染。

当然，这一研究也有自身局限。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超疏水材

料会广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人
们不再需要费力清洁衣服上不慎沾
染的污渍，而大自然也不用担心这
些材料，“弄脏”自己的衣服。对“懒
癌”友好又对环境友好的超疏水材
料，着实令人期待。

来源：我是科学家
（本报记者 李国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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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
日，内蒙古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利
枢纽主坝填筑达到360.48米高程，
标志着该工程提前10天实现度汛目
标，为下一步主坝填筑及完成整个枢
纽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引绰济辽工程是国家172项重
大节水供水工程之一，是我区投资
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内蒙古引绰
济辽工程，以打造生态工程、绿色工
程为己任，以建设环境友好工程为
目标，将工程建设与水源地保护、湿
地建设、工程景观建设、生态修复、
民生保障等充分融合，积极推进工
程的水土保持与生态保护工作。

文得根水利枢纽是引绰济辽工
程的主体部分，具有调水、灌溉、发电
等多项功能。目前，溢洪道开挖及左
边墙基本完成，导流洞、基础防渗、围
堰等工程均已完工；输水工程隧洞段
已累计完成隧洞开挖85公里。

引绰济辽工程
文得根水利枢纽
提前实现度汛目标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李
国萍）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了
解到，为全面梳理邮政业重金属和
特定物质超标包装袋专项治理工作
取得的成效，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近
日组织专项治理工作“回头看”。

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我区
组织寄递企业开展自查自纠，要求
寄递企业对检查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立即整改。目前，重金属和特定物
质超标包装袋库存量基本清零，绿
色采购制度基本建立实施，全区寄
递企业不再采购使用重金属和特定
物质超标包装袋，全区未发现邮政
用品用具生产企业生产重金属和特
定物质超标包装袋情况。下一步，
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将持续加强行业
环保日常执法，切实提升行业从业
人员对邮件快件包装标准的认识，
在全社会形成使用绿色包装的良好
氛围。

我区邮政业
重金属和特定物质
超标包装袋库存量
基本清零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
期，包括乌梁素海流域保护修复在
内的中国特色生态修复10个典型
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联合发布的《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
例》。

近年来，我区在持续推进乌梁
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修复的基础上，推动农牧业转型
发展，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目前，乌梁素海流域生态环境
质量改善，生物多样性提升。截至
2020年底，依托乌梁素海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已完
成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面积4万
余亩，有效遏制沙漠东侵，阻挡泥沙
流入黄河侵蚀河套平原。

乌梁素海流域
保护修复
入选中国特色
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调试机器调试机器。。
近日，在呼伦贝尔农垦特泥河农牧场，三台

现代化播种机抢抓雨前有利时机，联合播施天然
草地适用肥，改良天然草场。

特泥河农牧场是农牧结合、多种产业并存的
大型国有综合性农牧场。今年，该农牧场与中国
科学院联合实施呼伦贝尔草牧业科技示范项目，
利用中科院提供的天然草地适用肥回补养分，计
划改良天然退化草场10万亩。

据了解，通过草牧业科技示范项目实施，为打
造“饲草种植—草产品加工—畜牧高效养殖—乳
肉产品深加工—粪污资源化利用”草畜产业协调
发展的循环产业链集成关键技术提供基础保障，
实现生态改善、企业增效、牧民增收。

检修机械检修机械。。

肥料装车肥料装车。。

安装设备安装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