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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呼和浩特市持续攻坚污染防治，累计新增清洁供热能力4220万平方米，城区
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清零”，禁燃区内燃煤散烧综合整治全部“清零”——

乌 海 市 2022 年 环 境
空气质量创历史最优

本报 1月 18 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乌海市生态环境局获悉，2022年，
乌海市优良天数305天，较2021年同比
增加了 14天，较“十三五”末增加了 38
天，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3.6%，同比提高
3.9个百分点，较2015年提高了10.4个百
分点，优良天数创历史最好水平。

2022年以来，乌海市以改善环境质
量为核心，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
体推进“治企”“治矿”“治气”“治路”“治
车”“治场”，坚持系统施策、标本兼治，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其中，空气质量达优的
天数为41天，同比增加了18天，蓝天“含
金量”大幅增加，群众幸福感显著提升。

海拉尔区实现水土
保持过程监管全覆盖

本报 1 月 18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为全面落
实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强化人为水土流
失监管，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率先完成
上一年度三批水土保持遥感图斑核查、
查处及督促整改工作，实现水土保持过
程监管全覆盖。

据悉据悉，，围绕围绕““是否造成水土流失是否造成水土流失、、是是
否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否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的核心要求的核心要求，，海拉海拉
尔区先后完成尔区先后完成 20202020--20212021 年度年度 126126 个个
疑似整改不到位项目的程序整改疑似整改不到位项目的程序整改、、完成完成
20222022年水利部及水利厅下发的年水利部及水利厅下发的1818个疑个疑
似违法违规行为扰动图斑现场核查认似违法违规行为扰动图斑现场核查认
定定、、查处及督促整改工作查处及督促整改工作。。同时同时，，建立专建立专
项台账项台账，，主动对接项目单位主动对接项目单位，，实行对账销实行对账销
号管理号管理，，督促生产建设单位限期完成整督促生产建设单位限期完成整
改改，，形成闭环管理形成闭环管理，，确保水土流失问题查确保水土流失问题查
处到位处到位、、整改到位整改到位，，图斑查处及整改完成图斑查处及整改完成
率位居呼伦贝尔市首位率位居呼伦贝尔市首位。。

锡 林 郭 勒 盟 全 境
河流水环境持续向好

本报 1 月 18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锡林郭勒盟水利局获悉，为切
实保护滦河、锡林河、乌拉盖河水生态环
境质量，确保“十四五”期间大河口、白城
子、锡林河、奴乃庙水文站断面水质长期
稳定达标，该盟对重点流域建设持续发
力，推进全流域综合系统治理，全境河流
水环境持续向好。

安排盟级专项资金 360余万元，启
动滦河、锡林河、乌拉盖河等重点流域水
环境常态化治理，印发《锡林郭勒盟重点
流域常态化治理方案》，实行重点流域河
流水环境常态化监管，河流断面常态化
监测，实施闪电河、滦河、乌拉盖河河道
综合整治工程。

目前，累计巡查清理河道长度1514
公里，清理周边垃圾约374吨，流域河流
水质好转，全年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多 了 天 蓝 蓝 少 了 雾 蒙 蒙

本报 1 月 18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近
日，由来自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技
术企业处和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的7
位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对《零碳产业园
区建设规范》地方标准进行了线上审
查。审查委员会围绕地方标准相关技术
问题以及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等多维
度进行充分讨论。经过评审，认为《零碳
产业园区建设规范》地方标准任务来源
明确、调研充分、编写规范，标准实施后
将为自治区零碳园区建设提供科学依
据，具有指导意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
强，通过对该标准的审查。

据悉，《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规范》地
方标准主要规定了以零碳为最终目标的
产业园区的建设原则、园区主要系统构
成、建设中的重点工作和运维管理等内
容，适用于指导园区零碳培育及建设工
作。根据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对园区
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园区绿色低碳转型
对标准化提出的新需求，标准起草组针
对园区建设过程中对绿色低碳转型认识
不到位、不统一等问题，通过研究零碳园
区创建的路径和方法，明确园区零碳发
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充分借鉴鄂尔多斯
零碳产业园建设和管理模式经验的基础
上，制定了该项地方标准，填补了零碳产
业园区建设过程中的标准空白。

标准实施后将为有效部署园区级智
慧化管理平台、搭建企业级数字化能碳
管理系统、园区内危废处置信息化以及
应急管理提供标准化支撑，对于把好低
碳零碳项目准入关零碳项目准入关、、完善园区落后产能完善园区落后产能
退出机制等提出了具体要求退出机制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基础在此基础
上上，，进一步挖掘企业间碳互补性潜力进一步挖掘企业间碳互补性潜力，，助助
推零碳产业园标准化推零碳产业园标准化、、规划化建设规划化建设，，以更以更
高标准高标准、、更高质量促进经济结构更高质量促进经济结构、、能源结能源结
构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自治区助力自治区““双双
碳碳””目标早日实现目标早日实现。。

内蒙古有了《零碳产业园区
建 设 规 范 》地 方 标 准

□本报记者 李国萍

进入数九寒天节气，呼和浩特的气
温已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记者走进
新城区保合少镇水泉村村民郭春雨家
里，却感到热热乎乎，一测量，室温已近
25摄氏度。

“以前烧煤取暖，要一直盯着炉子
不能熄火，而且家里到处是灰尘。现在

‘煤改电’以后，家里家外干干净净，取
暖效果也明显改善，让人既放心又安
心。”郭春雨乐呵呵地说。

近几年来，呼和浩特市把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作为“强首府”的重要举措，
持续攻坚。郭春雨所说的“煤改电”就
是这个攻坚战中的一部分。包括通过
热电厂挖潜增效、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
造等方式，全市累计新增清洁供热能力
4220万平方米，城区35蒸吨及以下燃
煤锅炉全部“清零”。特别是相关部门
自筹资金投入近 30 亿元，通过“煤改
电”“煤改气”“煤改集中供暖”等方式完
成禁燃区内 214 个村、13万户的燃煤
散烧治理任务。

郭春雨所在的水泉村2022年共实

施“煤改电”197户，曾经的煤棚子消失
了，每户人家“标配”一台空气源热泵。
整个新城区 2022年通过“煤改气”“煤
改电”，实施了燃煤散烧整治 4830户。
全市 2022年完成4.1万户燃煤散烧综
合整治，实现了 617.6平方公里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内散煤用户全部“清零”。

走在民风淳朴的水泉村，整齐的民
居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眼。“以
前供暖开始后，空气里总有股煤烟味。
现在空气洁净了，天也更蓝了。”正在街
头遛弯的刘大爷欣慰地说着村里的变
化。

冬季清洁取暖一头牵着百姓温暖
过冬，一头连着蓝天白云，是一项民生
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

2022 年 4 月，呼和浩特市成功申
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获得
21亿元中央资金支持。申报成功后，
市委市政府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包
括加大热源热网建设、淘汰燃煤锅
炉、燃 煤 散 烧 治 理、建 筑 节 能 改 造
等。目前，金山电厂、大唐托电、旗下
营电厂三大热源“引热入呼”长输管
网工程全部开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
清洁供热能力 1.08 亿平方米，完成供

热管网互联互通 55公里，逐步实现全
市供热“一张网”。累计完成燃煤锅
炉替代 11 处 26 台，供热负荷由热电
联产补充。

清洁取暖少了雾蒙蒙，多了天蓝
蓝。

说起煤改电集中供暖的事，住在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
姚家湾村的张改生老人高兴得合不拢
嘴。她说：“以前一到冬天就别想过干
净日子，每天砸炭、倒灰，身上、家里到
处是煤灰，到了后半夜温度就下去了，
冻得头疼，一年最少两吨煤，钱也不少
花。自打家里改成集中供暖，真是干净
省事又暖和，再不用半夜起来给炉子加
炭了。”记者测量了一下，张改生家的温
度也有 25摄氏度，窗台上十几盆花开
得姹紫嫣红。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居民“煤改电”
后，既“用得好”，又“用得起”，呼和浩特
市还建立“煤改电”和“煤改气”运行价
格补贴机制，即“煤改电”用户执行峰谷
电价政策，每天 18点开始到第二天早
上8点，共计14个小时使用优惠电价，
执行 0.165 元/千瓦时，“煤改气”实施
气价补贴政策，每户每个采暖季补贴

1200元。
据呼和浩特市住建局调研员刘宏

军介绍，围绕散煤如何清、资金哪里筹、
农村怎么办等关键环节，市委市政府不
断完善多层次的政策体系，印发了《呼
和浩特市全面推进冬季清洁取暖项目
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确定
总体目标、重点任务、技术路径、建设模
式、责任分工、考核体系和保障措施。
同时，印发《呼和浩特市冬季清洁取暖
建设运营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相关地方
标准等系列配套文件，建立起多层次的
制度保障体系。

此外，针对常规能源无法保障的区
域，2022年，呼和浩特市住建局与中国
航天科工六院、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
院、内蒙古环投集团等科技研发单位建
立合作关系，探索太阳能和太阳能+电
供热，结合太阳能光伏发电，打造“零
碳”示范基地。同时，按照“智慧+取
暖”模式，搭建清洁取暖项目运行监管
平台。

如今，清洁取暖这项民生工程，不
仅改变了供暖方式，还“蓝”于天，更是
促进了农村生活方式的变革，让老百姓
过得更安心更舒心。

窗外寒气逼人，屋里温暖如春，
天空蓝得通透。去年 12 月，呼和浩
特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了 30
天，在供暖期这并不容易。它得益
于首府地区清洁取暖覆盖范围不断
扩大，保证室内温度的同时，减轻了
空气污染，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

实现清洁取暖后，无论是家庭生
活小环境，还是村镇街道大环境都得
到根本改善。以往因燃煤取暖引发的
煤气中毒、火灾等事故也显著减少。

面对来之不易的蓝天白云，我
们也应认识到，清洁供暖推广工作
已迈入“深水区”，难啃的硬骨头不
少。比如，在一些基础设施较差的

“煤改电”地区，电网强度、用电成
本、百姓接受度都是挑战。

因此，我们还是要结合各地实
际，严格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
宜煤则煤、宜热则热”原则，选择清
洁供暖方式。同时落实清洁取暖价
格政策，优化气价、电价机制，减少
居民取暖电费负担，鼓励探索新业
态、新模式，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
清洁取暖投资、建设和运营，让百姓
乐享“绿色”暖冬。

乐享“绿色暖冬”
◎正文

本报1月 18日讯 （记者 李国
萍）2022年以来，呼和浩特邮政管理
部门结合实际，探索建立以收寄、分
拣、运输、投递为重点环节，通过绿色
环保、节能减排等具体措施，打造首府
邮政快递业绿色发展科技化、智能化、
规范化标杆。

2022年，呼和浩特市邮政管理部
门发挥首府总部企业优势，创新协同
监管机制，推进行业迈入绿色健康轨
道，开展全方位、立体化的绿色治理。
在全区率先打造绿色网点和绿色分拨
中心试点创建，通过企业自行建设、自
我评价、自主申报和管理部门复核复
评的方式开展综合评价工作。持续巩
固行业绿色转型，建设行业环保标杆，
营造出人人有责的绿色用邮氛围。自

2021年选树第一批绿色网点和绿色
分拨中心之后，2022年 6月，呼和浩
特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建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共
同启动第二批绿色网点和绿色分拨中
心建设试点，由四个部门从不同职能
角度共同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
开展联合实地验收核查。目前，全市
共评选出8个绿色网点和4个绿色分
拨中心试点。

此外，呼和浩特市邮政快递行业
全力推进“9917”工程，生态环保工作
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采购使用
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比例达到 99%，
按照规范包装操作比例达到 95%，可
循环快递箱（盒）使用量4.05万个，回
收复用瓦楞纸箱668.28万个。

呼和浩特市开展快递业全方位立体化绿色治理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张慧

玲）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年人居环境
整治成效，近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集中力量开展节前环境大提升大整治
行动，不断提升全域“颜值”和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达拉特旗全面加强环境卫生清扫
保洁、环卫公共设施消毒消杀与生活
垃圾清运处置等工作，重点对城区主
次干道、小巷进行全面整治，对公交站
牌、公共座椅、卫生间、垃圾箱等公共
设施进行清洁消杀，对背街小巷、树
坑、沟渠岸边、绿化带等易脏乱部位进
行集中清理。

与此同时，各苏木乡镇街道也根
据辖区实际，制定了不同的措施。中
和西镇对辖区内的S316沿线、国堤沿

线、沿黄连接线、通村道路、街道商铺、
背街小巷、公共活动场所、农户房前屋
后进行彻底清扫，对村庄内外、房前屋
后和户巷村道的“五堆”及白色垃圾、
积存垃圾、散落垃圾进行全面清理，进
一步营造文明、整洁、优美的乡村环
境。

树林召镇围绕河道、国堤两侧，
G65包茂高速、210国道、绕城路、吉
巴线等重点路段，房前屋后、田间地头
等关键节点，争分夺秒“快”节奏推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再提升。

王爱召镇对道路两侧垃圾进行清
理整治，对通村路的路面垃圾和路边
杂草进行清理铲除，对临街商铺乱堆
乱放、农户门前杂物乱摆放等行为进
行规范。

达拉特旗加强整治清理提升全域“颜值”
【绿野新风】

【
有
感
而
发
】

阿 拉 善 盟 4 部 门 联 合 打 击
野生动植物违法违规交易行为

本报 1 月 18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阿拉善盟市场监管局获悉，
自 2022年 10月以来，阿拉善盟市场监
管局、公安局、林草局、农牧局 4部门联
合组织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项整治
行动。目前，共出动检查人员 1310 人
次，检查相关市场主体620家次。

整治行动通过“线上”重点监测和
“线下”重点检查展开，重点对外卖平
台、网站、网店进行网上巡查，检查是否
存在野生动植物的交易、交流等相关情
况。目前，共开展监测电商平台、网站
108个次。通过重点对农贸市场、超市、
餐饮酒店、临时摊点等场所进行检查，
严厉打击非法猎捕、收购、经营、出售野
生动植物等违法行为。

【碳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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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眼】

□文/图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梁晓虹

1月14日，二连浩特中蒙边境地区的茫茫雪原，成群结队的黄羊、盘羊、蒙
古野驴等或奔跑嬉戏，或觅食休憩，近距离观察，每群的数量都在几十只以上。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二连浩特边境沿线，不仅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黄羊经常出现，盘羊、鹅喉羚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多，飞禽类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金雕、秃鹫也成了常客。

二连浩特市公安局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高乐其说二连浩特市公安局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高乐其说：：““为为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常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常现，，我们不仅开展了一系列打击破坏野生我们不仅开展了一系列打击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的专项行动动物资源的专项行动，，还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地区投放草料还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地区投放草料、、食盐等食盐等，，为它们为它们
的繁衍生息提供有利条件的繁衍生息提供有利条件。。””

悠闲觅食的鹅喉羚悠闲觅食的鹅喉羚。。

凶猛的金雕凶猛的金雕。。

调皮的盘羊调皮的盘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