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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统计显示，青海湖流域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25.28 万亩，草原植被综合覆盖率达 72.38%，水体面积达

4625.6 平方公里，湿地保护率达 69%，水质状况为优的比

例达100%。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时值盛夏，置身于浙江湖州德清的下渚湖湿

地，可感受“绿野仙踪”的奇幻意境。

值得关注的是，德清县通过创建“生态绿币”

机制、推行湿地碳汇交易等举措，积极构建生态

保护绿色金融支持体系。

引入金融活水，守护生态底色。在湖州，德

清县并非个例。

近日，湖州市印发《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提

出从产品服务、组织机构、激励政策、风险防范、

合作交流等 5 个方面构建生物多样性金融服务

体系，加大金融对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的支持力度。

建立项目清单 统筹推
进生态系统保护

作为国家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

一，湖州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是朱鹮、中华秋

沙鸭、银缕梅等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植物的栖息

地，物种与种质资源丰富。

《实施意见》提出，要绘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点区域图，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的经济

活动开展分区分级管理；建立生物多样性友好型

项目清单，统筹森林、湿地、河湖等重要生态系统

的保护和修复工程。

据湖州市生态环境局介绍，2021 年湖州新

增 11075 亩 国 土 绿 化 面 积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48.23%，建成国家级森林公园 2 个，新增水土流

失治理面积 20.7 平方公里。安吉县成为浙江省

级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

“湖州围绕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以矿山修复预

期收益为依托，开发‘绿色矿山贷’‘矿地综合利用

采矿权质押贷’等绿色金融产品，累计提供绿色融

资 38.6 亿元，支持废弃矿山修复 382 座、复绿 2.5

万亩、复垦耕地 3.1万亩，已成为国家级绿色矿业

发展示范区。”湖州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围绕创新多元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湖州此

前已设立总规模 541亿元的绿色产业基金，累计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141 款，发行绿色债券 47 单

306.7 亿元。根据《实施意见》，当地将引导更多

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业。

发掘碳汇价值 促进可
持续发展

安吉县拥有毛竹林 87 万亩，受市场环境变

化影响，毛竹价格从曾经的 40元/百斤降至约 19

元/百斤，加上采伐成本增加，竹农养护竹林的积

极性大幅下降，竹林曾一度抛荒严重。

近两年，安吉县以全国首个县级竹林碳汇收

储交易平台为载体，畅通竹林碳汇内循环，全力

对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系统核证。

截至去年年底，当地已完成首期竹林碳汇收储

14.24 万亩，合同总金额 7230.79 万元。其中，碳

汇收储金和竹林碳汇增值产生净收益的 80%将

反哺给村级合作社。

《实施意见》提出，要支持基于自然解决方案

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时下，发掘生态碳汇价值，成为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记者了解到，湖州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工作体系，在重要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重点领域，强

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了生物多样性友好

型生产经营活动的金融服务质效。

2020年 6月，湖州市多部门发起成立长三角

生态能源碳汇基金，倡导企业、公众以“购买碳

汇”的方式支持植树造林、湿地保护等碳汇公益

项目，现已陆续建成湖州梁希国家森林公园、南

太湖碳汇林、碳汇主题公园等 10个合作基地，植

树造林面积 23.5亩。

《实施意见》还提出，要着力支持具有协同效

益的绿色低碳企业、项目和技术，协同推进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

谈及《实施意见》，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

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认为，对金融机构而言，要鼓

励创新金融产品；同时完善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

评价机制，保证信息透明度。

湖州出台新政，以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房屋全部由清洁能源驱动，以太阳能为主，风能、地热等作为补充……

这就是近日亮相河北省张北县德胜村的 15栋零能耗、零碳独特住宅。

这 15 栋住宅各具特色的外部结构与科技感十足的内部应用尽显绿色

之美。这些住宅除运用了多种新型发电系统和产品外，其能源供应还能满

足或大于房屋自身的能源消耗，而且通过光伏等清洁能源带来的碳效益，还

能平衡初建阶段的碳排放。

这 15 座设计精良的住宅为第三届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的 15

支参赛队设计建造，可再生能源为此次大赛的唯一使用能源。

据了解，该竞赛于 2011 年在中国启动，以产学研合作为出发点，旨在

通过搭建国际化竞赛交流平台，积极服务绿色生态建设、可再生能源发展

和“双碳”目标，推动城市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应用

推广。

北京交通大学参赛队的作品“韧性之光”，具有能源韧性、结构韧性和空

间韧性的特点。“我们的设计除了采用‘光储直柔’供电系统外，还实现了风

能和太阳能的互补消纳。”北京交通大学参赛队的王毓乾同学说，这将成为

未来住宅实现“双碳”目标的新模式。“光储直柔”供电系统，除了用于建筑屋

顶光伏发电并网外，还能满足建筑自身用电。同时，将住宅末端用电变为柔

性用电后，还能减少电能转化中的能源损耗。

参赛作品还进行了 48小时零碳挑战赛。其中，清华大学参赛队的作品

“草原方舟”，除了使用零耗能导向的建筑围护结构、性能可调的多功能复合

墙面、平板重力热管与蓄热材料外，还应用了斯特林发电机的热电联产。而

来自合肥工业大学参赛队的杨泽宇同学说：“他们的作品充分利用了自然冷

源的通风设计，通过光伏黛瓦+直膨式热泵+地板蓄热供暖系统，结合徽派

特色的太阳能集热墙，达到了很好的能源利用效果。”

各参赛队还基于张家口的地域特点和自然环境，结合光伏建设风光地

热多能互补、发储用一体化的零耗能社区，并在绿色循环、零排放等多个领

域整合创新，以实现良好的环境效益。

仅使用可再生能源

15栋零能耗住宅亮相张北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王冰 记者付丽丽）高天流云牧草如茵，盛夏的祁

连山风光旖旎，牧民赶着羊和牦牛向木里矿区附近的草场转移……无人会

将眼下的美景与两年前高高耸立的渣山与深浅不一的矿坑联系在一起。经

过两年的努力，由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以下简称中煤地质总局）完成的木里

矿区聚乎更区、哆嗦贡玛区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目前，矿区植被复绿返青率超过 90%，局部达到 100%。

青海是三江之源，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省北部的祁连山是我国西

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南麓腹地的木里地区一度是青海露天煤矿

开采区。2020 年 8 月，木里煤矿非法采煤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引

起社会高度关注。青海省委省政府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启动了木里矿区以

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中煤地质总局承担起

了矿区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责任。

在海拔 4200 米的高原高海拔地区，气温可低至零下 34 摄氏度，中煤地

质总局要面对的是 7个露天采坑、11座渣山，以及地貌景观破坏、植被破坏、

冻土破坏、土地挖损压占、水系湿地破坏与采坑积水等九大生态问题。

据介绍，中煤地质总局将“煤炭地质学+生态学”领域的关键治理技术

运用到“自然恢复+工程治理”之中，以煤炭生态地质勘查理论为指导，将实

验室搬上高原大地，创新研究形成了适合高原高寒地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

的五大关键技术，解决了世界高原高寒生态修复治理的难题；创造性建立了

两种具有高原高寒特色的生态修复治理模式，确定了“一坑一策”七种治理

方法并取得显著的治理成效。

目前，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趋于稳定，逐步恢复了水源涵养生态功能，

水土保持率均在 90%以上，通过人工修复实现了与周边自然景观的有机

融合，初步结果表明，矿区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较好，基本实现“两年见绿出

形象”目标。

修复高原高寒生态

青海木里实现“两年见绿出形象”

青海湖鸟岛每天都有新生命破壳而出；水

天一线间，普氏原羚如精灵般在青海湖边绿油

油的“地毯”上灵动跳跃；上万尾裸鲤在青海湖

生命大通道完成洄游产卵……在青海湖 276 个

生态监测站点组成了“天空地”实时监测体系，

“草—河—湖—鱼—鸟”共生生态链勾勒出的

绿色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8月，青海湖迎来最美时刻，记者走进创建中

的青海湖国家公园，探寻青海湖十年变迁的历程。

青海湖有荒漠、草原、森林、高原河流及湖泊

湿地，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

在青海湖周边，有一种羚角十分对称的羚

羊，这是比藏羚羊还稀少的普氏原羚。普氏原羚

是青海湖滨沙化草地的代表物种，是世界最为濒

危的野生动物之一，也是青海湖的旗舰物种，仅

分布在青海湖环湖地区。

进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境内，

“中国普氏原羚之乡”的牌子非常醒目。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及栖息地恶化，普氏原羚

物种数量曾一度下降，分布区范围锐减。2007

年 12 月 27 日，刚察县哈尔盖地区建立了国家首

个普氏原羚专属保护区——“青海湖普氏原羚特

护区”，2009年 9月“刚察县青海湖普氏原羚特护

区保护站”正式挂牌成立，该区域总面积为 161.8

平方公里，区域内有稳定的 7个普氏原羚种群。

8月 12日，刚察县自然资源局和林业草原局

副局长晏银丽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为更好保护

这一濒危珍稀物种，当地成立了联合巡查小组，每

年每月定期开展巡护，今年以来已巡护 16次，巡

护里程达3200公里，对普氏原羚种群保护和恢复

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护区内还设立野生动物监测

站，其中设立8个监测点，通过卫星传输等手段监

控疫病，监测到饲料短缺时还可以进行人工投喂。

截至目前，环青海湖区域共 15 个种群的普

氏原羚数量从最初的 300 只恢复到现在的 2800

多只。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常有普氏原

羚被车撞死事件发生。

“我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展调查工作，

对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协调当地多部门

争取项目资金、设立保护通道。”刚察县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负责人山成斌说。

2021 年 7 月 2 日，我国首个普氏原羚通道、

青海省第一个单一物种野生动物生命保护通道

建成。迄今为止，这条“生命绿色通道”未发生一

起普氏原羚被撞伤亡案件。

在当地，守护普氏原羚，不仅是主管部门、相

关单位的责任使命，更是牧民百姓的行动自觉。

晏银丽介绍，哈尔盖当地居民自发组成了一支野

生动物巡查保护队，牧民们为野生动物保护竭尽

全力。普氏原羚种群的成倍恢复，仅是青海湖畔

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成效的直观见证之一。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旅游管理处处

长陈德辉表示，如今，青海湖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率达 90%以上。湿地指示性物种（水鸟）种类由

2017年的 92种增加到 2021年的 97种，栖息水鸟

数量较 2017 年增加 69.9%，达到 57.1 万只，青海

湖成为中国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

繁殖地。青海湖实施的封湖育鱼，则使青海湖裸

鲤资源量逐步恢复。统计显示，2021 年青海湖

裸鲤资源蕴藏量较 2017 年增加 33.6%，达 10.85

万吨，较保护初期增加 42倍。

加强保护 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增加

8 月 12 日，记者沿蜿蜒的公路一路向前，车

辆行进至青海湖东北岸，一派“绿进沙退”的景象

浮现眼前。黑颈鹤、斑头雁等高原水禽在湿地惬

意栖息，藏羊、牦牛在草原悠闲觅食。

沙岛，曾是青海湖畔的“王牌景区”，如今，

这里已从景区变为保护区。海晏县自然资源

局高级工程师马文虎向记者介绍了这里的防

沙治沙历程。

改善生态 蹚出绿进沙退新路子

科技，正为青海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不断

赋能，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有了强大数据技

术支撑。

“大数据平台现有视频监控 64个，其中地上

56个，水下 8个，旨在为研究鸟类的行为、禽流感

主动预警及生态环境变化的监测提供更为精准

的保障，青海湖已初步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生

态监测网络体系。”8月 12日，在青海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青海湖湿地监管大数据中心内，青海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何玉邦向记者介

绍了青海湖湿地监管大数据平台。

2007 年至今，环青海湖生物多样性综合调

查已持续 16个年头，来自全国多地高校、科研院

所的专家在 24 个主要鸟类栖息地、15 个普氏原

羚活动区域、28 个植被调查样点开展常态化巡

护监测，形成了生物多样性监测规范，摸清了青

海湖地区普氏原羚、黑颈鹤及水鸟的种群数量、

种群分布和种群结构，掌握了保护区内主要植被

类型分布、地面生物量和多样性分布。

2021 年统计显示，青海湖流域完成防沙治

沙 任 务 25.28 万 亩 ，草 原 植 被 综 合 覆 盖 率 达

72.38%，水体面积达 4625.6 平方公里，湿地保护

率达 69%，水质状况为优的比例达 100%。

守护生命之源，青海湖筑牢生态根基。立足

流域，相关部门正推进青海湖一体保护和系统治

理。陈德辉介绍，近年来，青海湖实施了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投资近两亿元实施了 20 多项重点

生态项目，初步建立了覆盖青海湖流域的 276个

生态监测站点和监测体系，生态保护科技支撑和

科研监测能力全面提升。

“今年 4 月 25 日，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回

函青海省人民政府同意青海省开展青海湖国

家公园创建工作，青海湖将迎来国家公园时

代，我们将把湿地监管大数据的覆盖范围从保

护区范围拓展至整个青海湖流域，努力把青海

湖建设成为具有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

美、和谐之美的国家公园，永葆青海湖碧波荡

漾。”何玉邦说。

科技赋能 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

““草河湖鱼鸟草河湖鱼鸟””和谐共生和谐共生
绘就青海湖绿色生态画卷绘就青海湖绿色生态画卷

马文虎说，自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由于

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海晏县克土沙区每年以

十几米的速度向东北侵袭，周围大片草地退化、

土地沙化，原生植物逐年减少，河道出现了季节

性断流，导致青海湖湖区水位明显下降，尤其是

每年春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杂着黄沙，给当地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另外,铁

路和公路部门每年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清沙护路。沙漠化面积的逐年扩大已经严重威

胁到青海湖周边乃至全省的生态安全，防沙治沙

刻不容缓。

为有效控制沙漠化的扩大和蔓延，从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海晏县采取“以封为主，封造结

合”的治沙方法，创新固沙方式，调整树种结构，

试验成功了“沙棘营养土坨造林、乌柳截杆深栽

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

进实用技术。在高寒旱沙区走出了一条固沙造

林的新路子。

据不完全统计，沙区累计投资达 2.1亿元，沙

漠化面积由 20世纪 80年代的 148.6万亩，减少到

现在的 99.3 万亩。2013 年，克土沙区被列入全

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十三五”以来，克土沙

区完成造林绿化、生态综合治理、湿地保护等共

638万亩。

青海湖畔普氏原羚青海湖畔普氏原羚 杨涛杨涛摄摄

科技日报讯 （柳鑫 戴世勇 记者过国忠）眼下，正是太湖蓝藻易发季

节。8月 20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扬州大学获悉，由该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丛海兵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蓝藻微能耗加压控藻船，在无锡太湖下水，

试运行取得圆满成功，其对湖面蓝藻控藻率可达到 80%以上。

相关专家介绍，蓝藻是一种原始、古老的藻类，在地球上出现在距今 35

亿年至 33 亿年前。蓝藻的重要特性是喜高温和光照。在高气温和高光照

下，蓝藻会迅速生长。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今年 7月以来，因降雨偏少，太湖水位呈

持续下降趋势，致使太湖及下游地区供水受到影响。同时，由于湖体流动性

减弱，水环境容量不断减小，蓝藻水华暴发，湖泛风险增加。

“每年 7至 8月一般为太湖蓝藻水华易发、高发期，蓝藻初期很难发现，

在营养丰富的水体中，蓝藻大量生长，死亡腐败后气味难闻。如其死亡分解

耗氧过多，还会导致其他生物缺氧死亡，严重破坏水质，直接危害人类健

康。”丛海兵说。

据了解，目前，太湖蓝藻处置主要采取人工打捞和及时引江济太，以有

效增加太湖水资源量，加快湖区水体流动，保障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安

全。但这些传统方式运行成本高、难度大。

“因此为了悬浮于水面得到光照，蓝藻体内进化出微气囊，为蓝藻提供

浮力。”丛海兵说，研究团队经过长期研究发现，通过外部水压能够压塌气

囊，为蓝藻脱去“救生圈”，使蓝藻不能再悬浮于水面生长，而是沉入水底，在

无光或弱光条件下衰亡。

丛海兵团队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微能耗加压控藻船，采用物理水压从细

胞内部破解蓝藻生长繁殖的机制。“微能耗加压控藻船可以在无人机的引导

下搜寻蓝藻生长带，及时控藻，降低表层水中蓝藻浓度，降低蓝藻繁殖基数，

将蓝藻控制在萌芽状态，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丛海兵说。

事半功倍防治蓝藻危害

微能耗加压控藻船太湖下水

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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