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位于准格尔旗的内蒙古御华新

科技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华新科技）

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微晶球订单。微晶

球产品主要用于石油、煤制气、煤制油、甲

使令人头疼的粉煤灰产生“绿色效应”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王丽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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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时空
如今的准格尔旗已是

“ 道 路 不 见 煤 、树 叶 不 沾

灰”。从“蚕食”碧水青山到

反哺生态环境,准格尔旗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

探索发展固废综合利用产

业，大量工业固废在这里变

身真金白银，真正实现了产

业兴盛和生态优良的双赢。

◎实习记者 骆香茹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

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

努力。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

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

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岳仲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经济法室主任

隆冬时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经

济开发区 15 家无机非金属企业马力全开，

积极迎战产销旺季。煤矸石、粉煤灰等工业

固废经过加工再利用，摇身一变成为了微晶

球、莫来石、精铸砂等无机非金属新材料，工

业下脚料被“吃干榨尽”“点废成金”。

准格尔旗地处矿产资源富集的鄂尔多

斯市，其煤炭产销量占鄂尔多斯市的 1/3以

上，火电装机占鄂尔多斯市的 1/4 以上，煤

化工产能占鄂尔多斯市的 1/4以上，是国家

重要的能源生产输出基地、煤电基地、煤化

工基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推动准格

尔旗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但传统粗放型开采方式也造成了资源

浪费和生态环境的脆弱失衡。

不过，如今的准格尔旗已是“道路不见

煤、树叶不沾灰”。从“蚕食”碧水青山到反

哺生态环境,准格尔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持续探索发展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大

量工业固废在这里变身真金白银，真正实

现了产业兴盛和生态优良的双赢。

煤矸石是煤炭资源开发的伴生品，一直

被视为污染环境的废弃物，而在准格尔经济

开发区，煤矸石加工不断深入，其产品已经

“飞天入海”，成为航空、航海领域的新材料。

今年初，位于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准格

尔产业园的内蒙古圣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圣岳新材料）年产 10 万吨耐

火材料项目正式投产。在公司生产车间

内，一批批工业固废煤矸石经过粉碎、研

磨、高温煅烧等加工程序，化身高端耐火材

料，输送全国。“这个项目主要以固废煤矸

石为原料，生产精铸砂、莫来石、耐火砖等

产品，这些产品广泛用于军工、航天、汽车、

轮船和精密铸造等行业。”圣岳新材料副总

经理于仁栋介绍道。

据介绍，矸石山是严重的空气污染源，

在运输、堆放过程中会形成粉尘颗粒，在风

速超过 4.8 米/秒时，其颗粒就会飞起并悬

浮于大气中，粉尘中含有汞、铬、镉、铜、砷

等重金属元素，微小的颗粒会被人吸入肺

部，导致气管炎、肺气肿、尘肺等疾病，甚至

会引发癌症。此外，煤矸石的粉尘还是水

源、耕地、森林草原植被的“杀手”，且长期

堆放易自燃。而坐拥丰富煤炭资源的准格

尔旗，每年的煤矸石排放量超过 3000万吨。

于仁栋指着圣岳新材料的新产品告诉

记者：“准格尔旗的煤矸石含铝量高，是生

产高档耐火材料的优质原料。过去百无一

用的煤矸石，经过我们的技术加工，被制成

高档耐火产品——莫来石砖，这种砖一吨

左右的售价在 4000 元，它的耐火温度可以

达到 1700多摄氏度，减轻了空气污染，改善

了生态环境。”

众多像圣岳新材料这样的煤矸石深加

工企业，正在准格尔旗蓬勃兴起。党的十

八大以来，准格尔旗围绕煤矸石、粉煤灰等

工业固废大做文章，重点发展以生产莫来

石、耐火材料为主的无机非金属材料产业，

仅在旗内的经济开发区，现已集聚无机非

金属新材料企业 15 家，落地产出各类无机

非金属新材料产品 12 种，工业固废在这里

实现“华丽转身”。

让污染空气的煤矸石实现华丽转身

近年来，准格尔旗围绕粉煤灰、煤矸

石、高岭土和尾矿等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煤

矿地区环境的改善修复，积极探索通过循

环产业将固体废弃物“吃干榨净”的新发展

路径，实现绿色循环发展。

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核

心动力源准格尔旗准伊热电厂，电厂发的

电和发电过程中产生的蒸汽都被源源不

断地送往周边企业，为企业提供能源保

障。而电厂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

物粉煤灰则被运往不远处的伊东铸成水

泥厂，水泥厂将粉煤灰进行再加工，生产

出销往各地的水泥。在准格尔旗，固废资

源利用正在形成一个整体的循环产业链，

而固废循环使用极大地解决了当地的生

态环保问题。

目前，准格尔旗仍在持续推进工业废

渣、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等工业

废物资源综合利用，逐步形成煤焦化、多

孔硝铵、乙炔化工、热电联产、煤气、陶瓷、

高岭土、新材料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产

业链条。

多年来，准格尔旗不仅不断加强固废

资源综合利用，还大力实施林业生态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准格尔旗已累

计完成生态保护建设 60 万亩，森林、植被

覆盖率分别达到 36.4%和 76.2%，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到 89%，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

率 100%。

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准格尔产业园经济

发展局局长奇玉龙表示：“发展新材料和能

源化工产业，要更加注重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准格尔旗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结合

起来，把产业发展和经济循环结合起来形

成一个闭环，实现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也就

实现了绿色发展、环保发展。”

发展循环产业实现环保经济双赢

内蒙古准格尔旗内蒙古准格尔旗

点废成点废成““金金”，”，让产业和生态实现双赢让产业和生态实现双赢
醇等煤化工行业，其原料为粉煤灰，又称炉

渣，是燃煤电厂排出的主要固体废物。御

华新科技生产技术部长刘文华告诉记者，

凭借新的生产技术，利用炉渣生产出的微

晶球品质极佳，产品一经投放市场便受到

了高度认可，现已大量销往全国各个省市

自治区。

粉煤灰的粒径一般在 1 微米至 100 微

米之间，根据我国用煤情况，燃用 1 吨煤约

产生 250—300千克粉煤灰。大量粉煤灰如

不加控制或处理，会造成大气污染，进入水

体会淤塞河道，其中某些化学物质会对生

物和人体造成严重危害。对于煤炭资源富

集的地区来说，粉煤灰的存放处理是令人

极为头疼的一件事，也是异常棘手的一个

环保难题。

“目前准格尔旗每年产生 180万吨粉煤

灰，后面几个煤电项目投产后，年产粉煤灰

将达几百万吨。我们通过综合利用让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的粉煤灰变废为宝，改善了

生态环境。”内蒙古先进陶瓷设计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先进陶瓷设计院）总经理薛友

祥说。

走 进 先 进 陶 瓷 设 计 院 产 品 展 厅 内 ，

展示台上整齐地摆放着用工业固废制成

的各种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工业制品，而

其中有不少便是由粉煤灰变身而来。薛

友 祥 向 记 者 介 绍 了 他 们 最 新 研 发 的 产

品：“我们利用当地的粉煤灰开发了一种

发泡陶瓷，这种陶瓷可以用在装备式建

筑里面，它具有高温隔热而且耐高温的

性能，既可以作为墙体的隔热材料，也可

以作为建筑的保温材料。”薛友祥说，产

品生产过程节能无污染，基本达到了零

排放。

与其放在那里“扬灰”，不如就地展

开绿色研发，使之产生“绿色效应”。在

“双碳”目标的引领下，准格尔旗在生态

与经济双赢的发展过程中早早确立了这

样的思路。薛友祥告诉记者，先进陶瓷

设计院配备了全国最先进的试验设备并

引进国内知名专家，对准格尔旗的固体

废弃物进行深入研究，让粉煤灰成为“有

用之材”。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以美

丽海湾建设为主线，着力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从污染治理为主

向海洋环境和生态协同治理转变，从单要素质量改善向海湾生态

环境整体改善转变，从主要关注指标变化向更加注重人民群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转变，以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沿海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在近日举行的第 27期环境茶座上，生态环境部海

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张志锋说。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曹可也表示，美丽海湾的基

本内涵就是要让海湾符合“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建

设目标要求，能够为公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为高质量发展夯

实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基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各有关部门和沿海地方加快推进

美丽海湾建设，突出“美”的核心导向，编制印发了《美丽海湾建设

基本要求》《美丽海湾建设参考指标》等政策文件；擘画“实”的建设

路径，在全国 18000 公里海岸线及其毗邻的近岸海域，划定 283 个

海湾，把《“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

细化分解，精准落实到每一个海湾；探索“新”的建设模式，组织沿

海地方征集美丽海湾案例，凝练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

创新建设模式。

目前，各地正在探索美丽海湾建设实践路径，其实践各具特

色、各有所长。比如福建省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全省美丽海湾

工作体系，明确了建设目标、路径、标准，建立了实施保障机制，

为实现美丽福建目标奠定良好基础。浙江省以数字化改革为牵

引，以重点海域综合治理为抓手，围绕美丽廊道、美丽岸线、美丽

海域和美丽海湾治理能力提升，提出 4 大行动和 12 项具体举措，

共建浙江特色的美丽海湾。江苏省谋划建设滩净型、生态型、亲

海型美丽海湾，并将以美丽海湾建设为抓手，以改善海洋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重点，突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打造全国美丽海湾的

江苏样板。

保护海洋生态

打造美丽海湾苏州样板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韩荣）近日，记者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2022年山西省空气和地表水质量取得新突破，多项指标创历

史最好水平。

2022年以来，山西省充分发挥生态环保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

用，协同推动减污降碳，持续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力

度，更加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有序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各项生态环境指标显著提升。

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山西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4.51，

同比下降 2%，5年累计改善幅度达 31.4%。优良天数比例为 74.4%，

同比提高 2.3个百分点，较 2017 年提高了 8.7个百分点。重污染天

数比例为 0.5%，同比持平，重污染天数较 2017 年减少了 86.8%，连

续两年基本消除了重污染天气。

同时，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山西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

比例为 86.0%，同比提升 13.7个百分点，较 2017年的优良断面比例

55.2%提 升 30.8 个 百 分 点 。 2022 年 汾 河 流 域 优 良 水 体 比 例 为

57.1%，同比提升 9.5 个百分点，较 2017 年 30.8%的优良水体比例提

升 26.3 个百分点；继 2020 年国考断面全部消除劣Ⅴ类，2021 年全

部提升至Ⅳ类水质以上，汾河水质改善又取得新进步。

山西省多项环境指标

创历史最好水平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周焯航

野生动物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和自然生

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存状况

同人类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

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将于

2023年 5月 1日起施行。

历经三次修正、两次修订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事

业，制定和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

任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

1988 年制定，2004 年、2009 年和 2018 年三

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对加强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

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

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大

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1114 只增加到 1864 只；朱鹮野外种群从

1981 年的 7 只增加到 6000 余只；藏羚羊野

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江豚数量

稳定在 1000 头以上；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

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近年来，我

国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

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划定了

一批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超过70%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贯彻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

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

回应社会关切。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将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

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

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应对外来物种入侵有新规

岳仲明介绍，此次修法，主要在加强对

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细化野生动物种群

调控措施、加强外来物种防控、做好与全国

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衔接、完善人工繁育

技术成熟稳定的野生动物管理制度等 5 个

方面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了修改完善。

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

法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

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

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

具、设备和药品。

针对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

灾的问题，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细化

了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明确规定，对种

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

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对种群

调控猎捕的野生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和综合利用。

外来物种入侵，破坏生态平衡，此次修

法着眼于加强外来物种防控，明确规定：从

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

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外，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

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

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以及其它陆生野生动物，禁止以食

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

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同时加大对相

关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野生动物

管理制度方面，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指出，根据有关野外种群保护情况，对不依

赖于野外资源、技术成熟稳定、有一定养殖

规模的人工种群，可以不再列入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但应当

依法实行备案和专用标识管理。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

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岳仲明说，“社会公

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

动物的良好氛围。”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 5月 1日起施行

完善本土物种保护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

内蒙古准格尔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如今“道
路不见煤、树叶不沾灰”。 新华社记者 贝赫摄

“你看，水清了，这一湖碧水与周围的景色相映成趣，让人赏心

悦目。”1月 6日，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湖水质提升巩固工程（三标段）

的技术人员一边检测水质指标，一边对金银湖的环境改善发出由

衷赞叹。

湖畔古泽鹭花飞，空港生境焕新韵。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东

西湖区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水共治，水质优良率

大幅增长，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主要河流水质明显提升，科学护

水实现了碧水常清。

武汉金银湖湿地公园是一座以水生植物为主的自然生态郊野

型湿地公园。由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金银

湖水质提升巩固工程（三标段），目前正有序推进，全力冲刺完成金

银湖湿地公园水生态治理目标。该工程主要针对金银湖中的银

湖、下银湖、东银湖、潇湘海 4 个子湖，前期经过末端截流、雨污分

流改造等治理手段，金银湖沿岸的外源污染已得到有效控制。现

已完成水位调控、杂鱼清除、底质改良、水生植物种植、水生动物投

放等各项工作，基本构建起了完整的水生态体系。

据了解，武汉金银湖水质提升巩固工程项目正在分阶段进

行水质调控，通过投放底改剂改善底质土壤，为沉水植物提供有

利的生存环境；投放絮凝剂提高水体透明度，确保沉水植物能进

行光合作用从而保证沉水植物更好地存活；投放锁磷剂降低水

体中磷氮含量，使水体保持Ⅳ类水；投放微生物菌剂降解水中有

机污染物，与沉水植物水生动物形成生态系统，恢复水体良性循

环和自净能力。

武汉金银湖水质提升巩固工程完工后，将形成维护公园水

生态系统的长效机制，显著改善金银湖湿地公园的水体质量、

植被状况和生态系统环境，达到改善湖泊水域生态环境和景观

效果的目的，助力东西湖区生态文明建设，让市民畅享绿色发

展成果。

武汉东西湖区“三水共治”

换来金银湖湿地公园碧水常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