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讯 （记者张骁）记者 6 月 1 日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北京

市 11个北京冬奥会场馆通过绿色建筑认证。

其中，国家速滑馆、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北京冬奥

村、延庆冬奥村获得绿色建筑三星级评价标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首钢滑雪大跳台获得绿色雪上运动场馆三星级评价标识；国家游

泳中心、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场馆群等获得绿色建筑二星级评价标识。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建明表示，秉承节能环保建设理念，冬奥

场馆正让“低碳冬奥”蓝图变为现实，成为助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笔重

要资产。

清洁能源利用方面。北京市冬奥场馆 100%使用绿色电力，不仅从源

头减少场馆碳排放，还积极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例如，延庆山地新闻

中心建有光伏发电系统，实现电力“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延庆冬奥村采

用高压电锅炉供暖，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供应热力。

创新技术应用方面。国家速滑馆采用马鞍形单层索网结构，屋顶重

量仅为传统屋顶的四分之一，大幅减少场馆耗材并减低建设难度。此外，

北京冬奥会冰上场馆大规模采用二氧化碳环保制冷剂进行制冰，该制冷

剂碳排放值趋近于零；制冰中产生的高品质余热可进行回收利用，较传统

方式效能提升约 30%。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延庆赛区坚持“生态优先”建设原则，赛区采用

树木移植、表土剥离等方式，成功修复 185 万平方米建设用地，目前生态

修复工作已完成 95%；赛区建设还注意将废弃的渣土、石块用于雪道填方

和景观工程建造，有效减少建设资源消耗。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还在北京和延庆赛区建设 3 个、共计 5 万平方

米的超低能耗示范工程，位于北京冬奥村综合诊所、延庆冬奥村 D6组团、

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这些场馆大量应用节能环保设计和新技术，场馆

运行更加高效，彰显节能减排示范引领意义。

北京11个冬奥场馆

通过绿色建筑认证

北京房山区的牛口峪湿地公园是周边社区

居民娱乐休闲的好去处。6 月 5 日，科技日报记

者走进牛口峪湿地公园，看见夏日的阳光下，公

园水面上荷花盛开，水里鱼虾游动，浮桥两边是

高大的芦苇，还有香蒲、狐尾藻、眼子菜等具有高

净化能力和高耐受力的水生植物。公园里的游

人可能不会想到，公园的水源主要来自处理达标

后的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燕山石化）排放的生产及生活废水。

记者了解到，牛口峪湿地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

还吸引了黑鹳、大天鹅、翠鸟等 140 多种野生鸟

类在这里安家……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柏仇勇表

示，从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监测结果来看，

“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是迄今

为止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

事业发展最好的 5年，全国各地环境“颜值”普遍

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显著增强。

PM2.5年均浓度首次低于
国家二级标准

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020 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20 年，全国

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

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

大进展。

公报显示，2020 年，我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7%，同比上升 5 个百

分点，细颗粒物（PM2.5）浓度同比下降 8.3%，年均

浓度为 33 微克/立方米，首次低于 35 微克/立方

米的国家二级标准。202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达标，占城市数的 59.9%。

作为污染排放“大户”，火电厂的超低排放

改造与我国空气质量改善息息相关。北京清

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新环

境）研发出我国首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

火电厂脱硫装置，并实现了该领域的技术与重

大装备国产化。通过使用清新环境研发装置

等技术改造，全亚洲现役最大的火电机组脱硫

运营项目——内蒙古托克托电厂烟气净化运

营项目，稳定投运的机组均达到超低、超净排

放标准，也成为行业公认的烟气治理第三方治

理标杆示范项目。

清新环境董事长邹艾艾说，“十三五”规划纲

要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 9 项约束性指标和污染

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全面超额完成，清新

环境在“十三五”期间共承接环保工程项目 449

个，其中火电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1.7亿千瓦，

累计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4000万吨。

环保治理和生态修复提
升水环境质量

牛口峪湿地公园如今是北京市生态环境教

育基地、北京市环保科普示范教育基地。据了

解，在燕山石化主导下，燕山威立雅污水处理厂

投入 2000 万元启动了牛口峪湿地公园改造项

目，对园内停用的约 8万平方米氧化塘进行改造

和修复。经过近 4年的建设完善，湿地生物多样

性得到了极大丰富，目前已发现了 56种植物、19

种蜻蜓，栖息的黑鹳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鸳鸯、雀鹰、红隼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

牛口峪湿地公园是企业治污的同时，取得良

好社会效益的成功案例。公报显示，通过环保治

理和生态修复，我国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2020

年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达

83.4%，同比上升 8.5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为

0.6%，同比下降 2.8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

松花江等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

南诸河的 1614 个国控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为

87.4%，同比上升 8.3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为

0.2%，同比下降 2.8个百分点。

2020 年，生态环境部在长江、黄河等七大

流域开展水生态状况调查监测试点工作。评

价结果显示，优良状态断面（点位）占 35.7%、

中 等 状 态 占 50.4%、较 差 及 很 差 状 态 占 14% 。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902 个在用集中式生活

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点位）中，852 个全年均

达标，占 94.5%。

这5年，全国各地环境“颜值”普遍提升
◎本报记者 李 禾

“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是迄今为止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

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5年，全国

各地环境“颜值”普遍提升，人民

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本报记者 何 亮

2011 年至 2020 年，

三峡水库共实施 14次生

态调度试验，2019年生态

调度期间，长江四大家鱼

自然繁殖对生态调度形成

的人工洪峰有明显响应。

这表明，生态调度创造了

适合鱼类繁殖的水文条

件，可促进长江鱼类资源

的恢复。

杜合军
中华鲟研究所博士

环保时空

三峡工程，国之重器。

三峡工程从 1994 年开工建设，经 2003 年初

期蓄水，2008 年首次试验性蓄水，到现在已平稳

运行 27 年。不久前举行的三峡工程公众开放

日，记者看到，坝区沿岸绿树掩映，坝区上游碧波

万顷，坝区下游一江清水奔流滔滔。

从设计论证阶段开始，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

问题一直是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关心关注的问

题。“事实证明，三峡工程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得

当，生态环保功能发挥成效显著，这份世纪‘生态

问卷’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6月 4日，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董事长

雷鸣山说。

长江流域人口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耕地占全

国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41%，水资源

占全国的 37%，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防洪是三峡工程的首要功能，也是三峡工

程最大的生态效益。”这是三峡集团工作人员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兴建三峡工程后，在上游形成库容为 393亿

立方米的河道型水库，可调节防洪库容达 221.5

亿立方米，能有效地拦截宜昌以上来的洪水，大

大削减洪峰流量，就像驻守在长江上游的“钢铁

长城”，使荆江地区的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

到百年一遇，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生态的安全。

原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水电工程专家郑

守仁生前曾说：“大洪水可以检验三峡工程的

‘成色’。”2020年，长江全流域洪水，不仅检验了

三峡工程的“成色”，而且让人们看到了生态环保

的“底色”。

2020 年入汛，长江流域出现连续强降雨天

气，累计降雨量仅次于 1954 年，超过 1998 年，

防洪形势严峻。流经三峡的编号洪水达到 5

次，其中最大洪峰每秒 75000 立方米创建库以

来新高。

“洪峰过境期间，通过三峡水库拦洪削峰，

有效避免荆江分蓄洪区运行，成功避免 60 万

人转移，40 万亩耕地被淹没。”三峡集团流域

枢纽运行管理中心水库管理部主任王海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防洪是对长江中下游最大的

生态保护。”

随着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等水电工程陆

续建成，通过梯级水库联合拦蓄，2020 年最大洪

峰过境期间，降低了重庆寸滩站水位超 2 米，有

效减轻了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在长江经济带发

展中充分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

据中国工程院关于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阶

段评估的估算，三峡工程多年平均防洪效益为

88 亿元，工程防洪减灾效益显著。三峡工程防

洪补水功能的发挥，使长江经济带具有了坚强的

生态屏障，广袤富庶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 150

万公顷耕地和城镇得到了保护，几千万居民有了

安全的居住和发展环境。长江流域生态秩序走

向良性循环，平原湖区生态达到新的相对稳定状

态。

“钢铁长城”保障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

去年 10月，在长江中下游枯水期到来前，三

峡大坝上游水位已达到 175米，这是三峡工程连

续 11年成功实现 175米蓄水目标，也是三峡工程

在完成整体竣工验收，转入正常蓄水运行前进行

的最后一次实验性蓄水。从防洪限制水位145米

升至正常蓄水水位175米，伴随着江面的抬升，高

峡出平湖，库区也由防洪度汛转为蓄丰补枯，为冬

春季的供水、航运、发电等提供有力保障。

三峡水库在每年 10 月蓄满后，枯水期为下

游实施补水调度，显著改善了长江中下游生态环

“一双巧手”缝补干旱开裂大地

6000 万年前就已存在的珙桐是新生代第

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孑遗种，有植物活化石

之 称 ，是 中 国 8 种 一 级 重 点 保 护 植 物 中 的 珍

品；叶似荷叶、茎如铁丝，最早出现于恐龙时

代的荷叶铁线蕨是中国特有物种，仅分布在三

峡库区海拔 350 米覆有薄土的岩石上及石缝

中……

如今这些珍稀植物都在三峡集团打造的“诺

亚方舟”——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

物研究所）里安下了家，并且在科研人员的不懈

努力下，总群资源不断扩大，从日渐濒危又逐渐

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个占地面积 100 万平方米的植物研究

所，记者看到，育苗荫棚、智能化日光玻璃温室、

智能化 PC 阳光板大棚等一应俱全。科研楼里

光照培养室、恒温恒湿光照培养箱、植物病毒检

测仪等科研设备，应有尽有。

植物研究所副所长黄桂云告诉记者，三峡集

团坚持环境保护与工程建设同步，植物研究所采

取特有珍稀植物保护与陆生生态修复相结合方

式，开展三峡库坝区植物保护工作，目前已建成

国内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的长江特有珍稀植物保

育基地。

据了解，2018 年底，三峡库区的 560 种珍稀

植物已全部得到有效保护，没有一种植物灭绝。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植物研究所迁地保护长江

特有珍稀植物达到 1181 种，累计繁育特有珍稀

植物约 18万株。

植物研究所开展了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修

复研究，在三峡水库 155 米至 170 米开展的耐水

淹植物筛选试验、示范区，让繁育的特有珍稀植

物苗木回归长江两岸。

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培育的珍稀植物已用于

葛洲坝防淤堤、三峡右岸 84 平台和鸡公岭生态

修复等工程。三峡地区特有植物通过人工手段

回归到其原始分布区域，扩充种群数量，达到了

生态保护目的。

不可否认的是，三峡工程改变了长江水资源

的时空分布和原有水流状态，也改变了鱼类和水

生生物的生存环境，会对某些鱼类种群的生存造

成一定影响；而且三峡及其上游梯形水库群形成

后，长江中下游沙量大幅减少，清水下泄对下游

河道产生冲刷作用，导致部分河岸崩塌，在同等

流量情况下部分河段水位下降。

“对于这些问题，要不断探索，采取各种技术

和工程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利影响。”中国工

程院院士陆佑楣表示。

目前，植物研究所随着三峡集团金沙江下游

水电站建设的步伐，已初步开展金沙江流域植物

保护工作。

“诺亚方舟”护佑长江珍稀植物

境状况。同时，由于水库的调节作用，枯水期下

泄流量增加，还有助于稀释大坝下游河道污水，

改善水质，减轻污染。

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性淡水资源库，在每年

12月至来年 3月的长江中下游枯水期，三峡水库

将利用蓄存的一库碧水，将下泄流量提高至每秒

5500立方米以上，可为长江中下游补水 200多亿

立方米，成为缝补开裂大地的“一双巧手”。2011

年春末，百年一遇的旱灾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

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累计为下游补水 54.7亿

立方米，随着水位回升，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除此之外，三峡库区不断开展生态调度，践

行长江大保护事业。

目前，三峡集团已连续多年开展溪洛渡—向

家坝—三峡梯级水库生态调度工作，通过调整水

库调度方式，使下泄流量、水温与上下游河段水

生态及环境的需求在时空上实现“匹配”，持续减

少或消除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以创造适宜长

江鱼类繁殖所需的水环境，促进鱼类增殖，改善

水生态系统。

中华鲟研究所杜合军博士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2011 年至 2020 年，三峡水库共实施 14 次生

态调度试验，2019 年生态调度期间，长江四大家

鱼自然繁殖对生态调度形成的人工洪峰有明显

响应，其中宜都断面四大家鱼产卵总规模高达约

31 亿颗，与 1997 年三峡工程大江节流前的水平

相当。这表明，生态调度创造了适合鱼类繁殖的

水文条件，可促进长江鱼类资源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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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交出高分交出高分““生态答卷生态答卷””

自 5月 1日实施的《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

满月，这部填补江苏水污染防治综合立法空白的条例，将带领江苏今后的

水环境治理向何处去？5月 31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江苏省水污染

防治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二级调

研员黄卫介绍，江苏将从源头治理、改善水质、系统整治、风险防控、协同

共治等方面提升水污染防治成效。

“《条例》的出台实施，使涉水环境执法手段进一步丰富，涉水环境执法

成效将进一步凸显。”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执法监督局副局长栾小军说，为全

面贯彻执行好《条例》，今年年初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将涉水环境执法检查纳

入年度执法计划，及时制定水专项执法行动方案，着重对总磷、挥发酚、氟

化物等因子超标问题开展检查，对偷排直排行为坚决严厉打击，同时结合

太湖专项治理、未稳定达标断面开展异地执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今年 1—4 月，江苏生态环境部门共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4078 件，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查处案件 739 件，与 2020 年同期

相比，分别提升 64%、76%，其中涉水案件 454起，同比提升 22%。截至 4月

底，各地自查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 10286 人次，检查企业 3988 家，发现环

境违法问题 277 个。其中，涉嫌偷排 37 家，超标排放 105 家，移送公安机

关 28起。

5月 24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又选取了 10起涉水典型环境违法案件

予以公开曝光，其中包括私设暗管偷排废水、超标排放重金属污染物、污

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等不同类型的严重涉水环境违法行为。

“江苏环境容量小，工业经济发展强度又特别大，排放强度在全国来

说较高，尤其是长江的污染防控。长江是江苏饮用水主要的水源地，航运

的规模非常大，其中包含一些危化品运输。无论是环境治理还是生态修

复、保护，江苏的压力都非常大。”黄卫表示。

江苏有天然湖泊近 300个，大小河道超过 2000多条，水域面积 1.73万

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7%，居全国之首，是全国水网密度最大的地区之

一。江苏 80%的生产生活用水取自长江，建有 26个大型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长江江苏段承担了长江70%的航运量，每年危化品运输量达1.2亿吨。

“《条例》让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工作有了更有力的法治保障，我们

会将源头治理、改善水质、系统整治、风险防控、协同共治等理念贯穿始

终。”黄卫介绍，在源头治理中，将坚决防止高能耗高排放项目落地，破解

“重化围江”难题，有序推进长江干支流两侧 1 公里范围化工行业退出或

搬迁入园；为改善水质，全面开展断面问题排查和干支流监测溯源，采取

措施严防汛期水质大幅波动，严格落实预警约谈机制，对水质恶化的地区

实施挂牌督办。

“我们将健全各地、各部门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推进的工作机

制，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引导公众参与，主动依法公开水生态环境质量信

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积极配合江苏省人大对《条例》实施情况开

展监督检查，促进《条例》各项制度的有效实施。”黄卫说。

源头治理、系统整治、风险防控

江苏水污染防治条例施行满月

◎本报记者 金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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