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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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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时空

“底数清楚措施才能有力、有效。入河排口排查牵住了保水治水的

‘牛鼻子’，同时对‘十四五’目标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北京市顺义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方涓涓 1月 8日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0年以来，顺义区全面启动入河排口污染溯源及动态管理项目工

作，完成了全区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 3个水系共计 31 条市河长制名录

内的河流、沟、渠的“查、测、溯”工作，初步排查全区入河排口 1259 个，全

面掌握了全区入河排口情况。水环境精准治理的第一步，正在扎实推进。

算好入河排口“一笔账”，是生态环境部门面对入河排口设置管理工

作的一道难题，也是持续改善顺义区水生态环境质量道路上的一个难

关。生态环境部门担负着入河排口设置的管理工作，“但原始数据因统计

口径不同差别较大，急需统一底数，为科学施策提供支撑。”方涓涓说。

2020 年起，顺义区一场涉及 6 个部门，25 个属地的治水专项行动开

始。以人工+调查系统 App 为主，无人船等科技手段为辅的“纵横结合”

排查方式，用了 2 个月的时间，初步排查全区入河排口 1259 个，其中有水

排口 133个，全面掌握了全区入河排口情况。

同时，顺义区生态环境局积极寻求水环境治理的突破口，以建立健全

入河排口分类分级管控工作为重点，编写了《顺义区入河排口分类分级管

控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实现“环境水体—入河排口—岸上污染源”三位

一体的监管，提升了水环境管理精细化水平。

为科学布局地表水环境工作，顺义区生态环境局以“水环境、水生态、

水资源”三水统筹为原则，将压实入河排口属地主体职责与考核、落实生

态补偿机制等结合起来，全面提升辖区内水环境质量。

排查是水环境精准治理的基础性工作，能为精准施策提供支撑。

底数清才能措施明，顺义区开展了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顺义区在水生态保护修复和完善

生态要素上下功夫，起草了《顺义区水生态环境保护清单》，并结合入河排

口排查工作现场核实了全区有水、有草、有鱼河段长度情况，向人水和谐

的环境目标稳步前进。

“另一方面，顺义区生态环境局积极助推全区水环境管理，逐步形成

从污染源到入河排口，再到地表水的一张图、一张网的平台管理模式。”顺

义区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以入河排口排查、监测为数据基础，

2021年顺义将在全区重点入河排口加装 26套水质在线监测系统，使水环

境监测网络更加完善，逐步实现“河道水质在线监控、排口状态实时掌握、

污染精准快速溯源”的全闭环监管模式，为建立大数据融合，实现水环境

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方涓涓表示，截至 2020年底，在入河排口长效管理方面，“查、测、溯、

治、管”的前三项工作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顺义区将按照分类分级

管控要求，全面开展全区入河排口整治工作。

精准治水

北京顺义算好入河排口“一笔账”

新华社讯（记者王靖）记者1月7日从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内蒙

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0年内蒙古狠抓违规侵占用草原问题，对

侵占用草原的397家旅游景区进行了拆除，草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016年 7月至 8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内蒙古开展督察。2018年 6月

至 7 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内蒙古开展“回头看”及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专

项督察。针对两轮督察反馈意见指出的草原问题，近年内蒙古全力进行

整改，拆除了草原违规私搭乱建蒙古包 11000余座，对全区 3647个未履行

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手续项目、1257个违法征占用草原开采矿山项目进

行全面整改。

2020年，内蒙古对违规侵占用草原问题“再加力”整改。内蒙古文化

和旅游厅联合内蒙古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对全区草原旅游景区进行全

面摸排，对发现的涉及违规侵占用草原的 943家旅游景区进行全面整治，

其中拆除 397 家，办理手续 546 家。按照整改方案要求，目前这些景区已

完成整改任务并进行了销号验收。

据悉，接下来内蒙古还将拿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环

境质量。

拆除违规景区

内蒙古对侵占用草原行为“亮剑”

◎本报记者 李 禾

绿色视界

采煤沉陷区，即煤矿采挖之后留下的下陷

地域。它给周边的生态及区域地表的重新利用

带来了很多问题，而对采煤沉陷区进行综合治

理被认为是世界难题。现在，破解难题的新方

案来了。

2020 年 12 月 28 日，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一期）采空区治理工程

通过验收。由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彭苏萍院

士、西安科技大学王双明院士领衔的专家组认

为，这是全国首例条带式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与利用项目，工程质量优良，治理后土地能够正

常开展工程场地建设。

上述验收也意味着在新技术的支持下，任

城区的采煤沉陷区正迎来“新生”——在采煤沉

陷区上能建造百米高楼大厦。

能源型城市的心头之
痛：煤挖没了，地面塌了

济宁是一座能源之城，城市的核心区——

任城区境内含煤面积 409平方公里，占区总面积

的 63%，截至目前探明煤炭资源储量 22 亿多吨，

可开采量为 6.2 亿吨，煤炭生产矿井 8 对。作为

山东省和济宁市的产煤大区，任城区丰富的煤

炭资源曾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然而，至 2019年底，该区因采煤造成的土地

沉陷区已近 10.9 万亩，并以每年 3000 余亩的速

度递增。

有熟悉任城情况的专家向科技日报记者坦

言：“塌陷积水、耕地减少、土地荒芜、废弃物污

染，一系列生态问题凸显；道路变形、村庄搬迁、

基础设施损坏、塌陷地围城，制约着这座城市的

发展空间。”

实际上，凡属煤炭资源型城市，都面临着同

样的难题：煤炭储量随着不断开采而日趋枯竭，

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增长方式粗放造成生态环

境破坏、采煤塌陷地每年递增。除此之外，任城

区还有着另一个隐患，在城市近郊形成了 3.5 万

亩的条带采煤沉陷区。

专家认为：“由于条带式采空区尚未充分垮

落，决定了采空区沉陷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

性、长期性、隐蔽性及复杂性等显著特点，后期

会对地表建筑物等使用构成极大安全隐患，导

致土地无法有效利用，城市发展受限。”

任城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城乡发展与

地下开采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加强沉陷区治

理特别是采空区充填治理，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文明效益，成为任城区面临的课题。

面对切肤之痛，任城区开始了大胆尝试。

2019 年 1 月 25 日，任城区政府与中国煤炭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煤科）签订项目创

新开发合作协议；同日，山东任城融鑫发展有限

公司、中国煤科西安研究院、中国煤科生态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三方签订合资合作协议，共同出

资成立中国煤科鑫融科技创新发展有限公司，

主导参与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建设和生态修

复工程。通过对采空区的治理，使治理范围内

采空区场地达到满足进行城市高密度建筑群综

合开发建设用地的要求。

技术研究+资本投入：治
理采煤沉陷区首开先河

在已经竣工的项目一期现场，几架 30 米高

的钻机仍伫立在工地各处。“通过这些钻机，采

用钻孔数字全息成像技术进行沉陷区精细勘

探，这就好像对沉陷区的内部状况进行了一次

胃肠镜检查。”中国煤科西安研究院采空区治理

专家、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项目总工程师邵红旗介绍，“这有助于后期对

采空区进行精准的定向钻孔注浆。”

在料浆制作区，两架造型奇特的大型机械

设备引人注意。“这叫固体废料粗破系统和细破

系统，这是我们根据本地物料的实际情况进行

改造的新设备。”邵红旗说，“通过这两个系统，

我们把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制成不同浓度的再生

充填料浆，再由自主开发的智能注浆控制系统，

通过钻机实施高效精准的制浆注浆。”

此外，邵红旗指出，工程还利用了分布式光

纤动态监测、深层地热资源利用等先进技术工

艺，是沉陷地治理中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的

一次集中尝试；也是在采煤沉陷区进行生态治

理的有益探索。

“技术研究+资本投入”“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运作模式，开启了地

方政府与央企合作治理采煤沉陷区的先河。任

城区推进中国煤科项目专班办公室主任、区煤

炭局副局长万军华说：“该项目带动任城区采煤

沉陷地治理，拓展城区发展空间。经过综合治

理后，沉陷区土地能够作为正常土地进行设计、

开发和利用，可建设百米以上高度的建筑物。”

“这是改善沉陷区生态环境，增加采空区土

地再利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民生

工程。”彭苏萍院士、王双明院士等专家对示范

项目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探索治理采煤沉陷区并无固定模式，因地

制宜、合理利用才是关键。除了在条带采煤沉

陷区实施具有创新理念和工艺的采空区充填治

理之外，任城区还在地势低洼的农田沉陷区进

行土地复垦，实施生态农业开发；在“高潜水位

沉陷区”进行生态修复，实施湿地景观开发。

这里的采煤沉陷区上可以盖百米高楼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王世友

煤炭资源型城市，都面临着

同样的难题：煤炭储量随着不断

开采而日趋枯竭，由于产业结构

单一、增长方式粗放而造成生态

环境破坏、采煤塌陷地每年递

增。2019年底，任城区因采煤造

成的土地沉陷区已近10.9万亩。

2020年12月27日，备受关注的京雄城际铁路

全线开通运营。京雄城际铁路起自北京西站，终至

雄安新区，正线全长92.4公里，全线设北京西、北京

大兴、大兴机场、固安东、霸州北、雄安6座车站，最

高设计时速350公里，两地最快运行时间50分钟，

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间最快19分钟可达。

京雄城际建设体现了“精品、智能、绿色、人

文”工程建设理念。“作为我国高铁新标杆，京雄

城际铁路凝聚了中国智慧。”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京雄高铁建设指

挥部指挥长杨斌说，京雄城际铁路在环保设计过

程中推出众多创新，许多是国内首例。

“绿色”，贯穿京雄城际铁路建造全过程。

“雄安站按照国家绿色建筑三星标准设计。”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

设）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为群说。

外形设计如荷叶上的一滴露珠，寓意“清泉

源头，风吹涟漪”，视觉上有沁人心脾的感觉。

站场规模为 13台 23线，总建筑面积 47.52万

平方米，采用站城一体化设计；采用立体候车布

局，能够实现旅客“进出分层、到发分离”，保证旅

客进出畅通。

雄安站房巨大的椭圆形屋顶，颜色使用蓝色

渐变色，还是一座光伏电站。屋面系统铺设了

4.2万平方米光伏建材，与屋面构造有机结合，共

同形成层次丰富、轻盈通透的“第五立面”。

“这样的设计有效利用了太阳能，预计年均

发电量可达 580 万千瓦时，节约电能 30%，可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4500 吨，相当于植树 12 万公

顷。”中国铁设首席专家、总建筑师周铁征说。

走进雄安站大厅内，一根根混凝土“开花柱”

展现出独特韵律，显得格外清新自然。这些柱子

一次浇筑成型，未做任何修饰，高级灰中透着自

然清新，且边角顺直、弧度顺滑、结构挺拔。

“直接用清水混凝土，减少二次装修，既降低

成本，又绿色环保。”中铁建工集团雄安站项目部

总工程师吴亚东说，高颜值背后，是每道工序的

上百次试验，特别是各种材料的配比，更是试验

了上千次，并取得 10多项专利。

“雄安站是国内首个大规模运用清水混凝土

立柱的铁路站房，清水混凝土结构面积达 3万多

平方米。”吴亚东说，如此大规模应用，追求的正

是绿色、温馨、经济、艺术的综合效果。

雄安站内，处处都能感受到自然光线。原

来，设计团队专门在站内设计了一条宽 15 米的

“光廊”。

“光廊”将雄安站内部东西两侧的铁路车场

天然分割，还增加了地面候车厅与高架候车厅的

联系。

“作为上下贯通的采光通廊，将自然光线和

景观引入室内，不仅改善了环境、丰富了室内空

间效果，同时解决了采光、通风、消防排烟等技术

要求。”中国铁设副总工程师康学东说。

雄安站高颜值低成本更环保

京雄城际还是一条没有噪声打扰的城际

铁路。

雄安站的布局为一层和三层候车，二层是高

铁线的结构，相当于在旅客头顶上跑火车。

为了最大限度提高旅客候车的舒适度，雄安

站在国内首次采用装配式站台吸音墙板，这种墙

旅客头顶跑火车却无噪音之扰

京雄城际建设工地，首创装配式造桥和全线

智能化建造。

“既然是引领未来高铁建设的标杆，桥梁建

设就要贯彻装配式一体化施工新理念。”国铁集

团京雄高铁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杨斌说，国铁集团

确立了《智能京雄关键技术研究》等科研课题，其

中一项关键研究内容就是高铁桥梁装配式一体

化关键技术研究。

京雄城际铁路固安特大桥，是一座长 988米

的高铁桥梁。这座大桥建设完全颠覆了传统的

建桥方式，首创装配式建桥。

装配式建筑是指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

现场作业工作转移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

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如楼板、墙板、楼梯、阳台

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

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

“ 装 配 式 建 筑 既 避 免 传 统 建 筑 的 扬 尘 现

象 ，对 环 境 污 染 降 至 最 低 ，符 合 绿 色 建 筑 要

求，又节能环保。”中国铁设京雄城际铁路桥

梁专业主管总工程师刘凯说，此前采用装配式

建造的范围多为房建领域，而轨道交通等领域

尚无涉猎。

“后方‘造积木’，前方‘搭积木’。提前把高

铁桥梁工程的管桩、墩身、墩帽等‘零件’进行标

准化设计，分段工厂标准化制造，在施工现场进

行组装。”刘凯说，这项技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建

桥方式，技术优势十分明显。

2019 年 7 月 8 日，从墩帽起吊到拼装完成，

仅用了十几分钟。随着指挥长一声令下，重达

900 吨的箱梁缓缓落位，中国高铁首段装配式一

体化桥梁主体工程在京雄城际铁路完工。这是

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革新，在中国铁路建

设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

刘凯认为，京雄城际铁路固安特大桥的建

造，是首次将装配式一体化技术应用到铁路工程

上，并且确定了安全高效的连接方式，实现了中

国高铁建设桥梁装配式一体化技术从“0”到“1”

的突破。

后方“造积木”前方“搭积木”避免扬尘

京雄城际京雄城际
绿色建造技术成就高铁新标杆绿色建造技术成就高铁新标杆

作为我国高铁新

标杆，京雄城际铁路凝

聚了中国智慧，体现了

“精品、智能、绿色、人

文”工程建设理念，而

“绿色”更是贯穿京雄

城际铁路建造全过程。

板采用声学设计，上面有很多 55毫米的孔眼，夹

层为玻璃丝绵。

“这种墙板极大降低了列车通行时产生的噪

声，人们在候车时听到列车经过的响动，大概相

当于一辆汽车驶过公路的声音。”中铁十二局雄

安站房项目部副总工程师何锦辉说。

京雄城际大兴新机场站位于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的下方，层高较低，站内遇到大客流时，可能

产生较大噪音。

如何在飞机飞过时，不让乘客感受到巨响？

中铁北京工程局项目部在车站主吊顶上采用穿

孔镜面，吊顶穿孔，可以很好地吸声降噪，营造舒

适的乘车环境。“每块吊顶板上有 3600个小孔。”

项目部负责人介绍说，普通的机械冲孔，可能会

使整个吊顶板出现变形，导致镜面中的倒影走

样，因此这些小孔全部采用激光雕刻。

为有效控制高速铁路通过环境敏感区的噪

音，京雄城际铁路在固霸特大桥穿越北落店村

847 米长的路段采取了全封闭声屏障措施。“这

是世界首个时速 350 公里高速铁路桥梁全封闭

声屏障设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列车运行噪声对沿

线居民区的影响。”刘为群说。

“动车组以 350 公里时速通过大桥时会产

生极强的气流，轮轨摩擦、车体与空气摩擦产

生的噪音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中铁上海

工程局项目总工程师张腾飞说，这座“隔音隧

道”主体结构采用圆形钢架，外围采用金属隔

音板，可以将列车经过时的环境噪音降到 20 分

贝以下。

专家认为，“隔音隧道”在京雄城际铁路应

用，建立了高速铁路全封闭声屏障设计技术体

系，树立了全封闭声屏障建造标准，为全世界高

速铁路降噪声工程建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高

铁规划“近城静音”提供了有益借鉴。

朝阳映射下的雄安站朝阳映射下的雄安站，，犹如绿色犹如绿色
荷叶上的露珠荷叶上的露珠。。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入冬以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甘棠镇依托区域自然条件优势，按照
“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实施国储林建设项目，计划建设国储林
18577亩。整个生态产业链将实现效益2000余万元，辐射带动群众2123
户，打造了集乡土树种、石漠化治理、大径级用才林等多功能绿色产业，为
乡村振兴迈出新步伐。图为 1月 7日，村民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甘棠
镇仲那村背运苗木上山。 新华社发（范晖摄）

贵州黔西

推进国储林建设，加快石漠化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