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用的
电将大部分来自于光伏发电，我们
坐的公交车将全部使用新能源，我
们的废旧家电将全部回收循环利
用……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的
十大清洁低碳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去年底，我省确定“十二五”期
间，将在长株潭试验区范围内重点
推广新能源发电、 城市矿产再利
用、重金属污染治理等十大先进适
用、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清洁低碳
技术，为我省的两型社会建设提供
强大科技保障。

破解“两型”难题

有色金属矿产多、重化工业比
重大、 湘江重金属污染程度深、农
村面源污染广……致力于建设两
型社会的湖南，面临着一道道亟待
突破的“两型”难题。

缺煤少电、无油无气，湖南的
发展面临着能源的制约。 全省煤炭
资源只占全国的 0.08%， 所有原油
和天然气都从省外调入，水电已经
开发 90%以上，人均用电水平不到
全国的 60%。

环境问题也成了两型社会建
设的“软肋”。 根据人民网 10 月 28
日发布的上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

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空气质量最差
10 个城市排行榜，长沙位居排行榜
之首。 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
过去粗放式的采矿、选矿、冶炼，也
不可避免的造成重金属污染。

推广清洁低碳技术，成为了我
省两型社会建设的利器。 通过推广
清洁低碳技术，一批资源环境难题
将得到解决。如果将全省 16000 台
锅（窑）炉全部改造达到国家标准，
每年将节约标准煤 800 万吨，相当
于湘煤集团一年的产量。

如果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技
术， 不仅能够有效地减少尾气排
放，而且全省已有的 870 万辆机动
车每车每天只需节约一公里的油
耗， 一年便可节油 29000 万升以
上。

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占到
了全省的 70%。 如果治理好受重金
属污染的土地和河流，不但可以带
来大批投资，还可以恢复全省 13%
的耕地。

破解两型难题，运用清洁低碳
技术，一批战略新兴产业也将随之
得到巨大的发展：餐厨垃圾处理技
术，仅在 3+5 城市群，就能启动 12
亿元投资，实现 20 亿元产能；在长
株潭光伏产业推广太阳能发电技
术，利用三市 7 个工业园的闲置屋
顶安装光伏发电设施，不仅能降低

企业用电成本，也将促进我省光伏
产业成为千亿支柱产业……

省长株潭试验区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刘怀德说，推广清洁低
碳技术，既能为湖南创造天蓝水净
的美好环境，为建设绿色湖南添砖
加瓦，又可以降低产业的能耗以及
成本水平，提高产业竞争力，还能创
造出巨大的技术市场需求，做大做
强我省节能环保、新能源、绿色建筑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广清洁低碳技术

水泥窑除了生产水泥，还能做
什么？答案是，处理垃圾，变废为宝。

今年 9 月，湖南省首个水泥窑
协同处置生活固废项目株洲生态环
境工程及协同窑处理城市垃圾一体
化项目在株洲县竣工投产。 项目建
成投产后，每年可处置生活垃圾 16
万吨，节约原煤近 2 万吨。 这个项
目不仅成功攻克了垃圾处理过程中
的恶臭、渗滤液、废渣、二 英 / 呋
喃、温室气体减排等几大难题，预处
理后的垃圾还可做水泥原料、生产
用燃料。

这就是清洁低碳技术为为老百
姓带来的福祉。 从新能源发电到脱
硫脱销技术，从沼气化推动农村畜
禽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到餐厨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时间虽还不到一年，清洁低碳技术
的推广却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实际成
效———

长株潭地区已投产新能源发电
项目总装机容量 34 万千万， 核准
和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总装机容量
290 万千瓦。

我省去年完成了 6 台燃煤机
组的脱硝设施改造，取消了 3 台机
组的脱硫烟道旁路， 支持了 17 条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脱硝改造；
全省已完成 23 条水泥生产线、火
电厂 7 台机组的脱硝项目，完成了
涟钢 130 平方米烧结机脱硫任务。

3+5 城市群相继启动餐厨垃圾
处理工作，长沙率先建成餐厨垃圾
处理工程，实现市区餐厨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70%以上。衡阳、湘潭、株洲、常德等
多个市县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也在
有序推进。

为加强机动车污染治理，今年
开始，我省开始每年安排机动车尾
气治理专项。

针对农村养殖污染问题，我省整
合资金 1.7亿元，重点支持近 300个
禽畜养殖污染综合治理项目，探索农
业源减排新技术，推广新模式。

……
推进清洁低碳技术，解决了两

型社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去年 8 月，以湘江流域重金属

污染治理工程为首的十大环保工程
在我省正式启动。

解决体制机制难题

清洁低碳技术的推进，还亟待
解决体制机制难题。

资金问题是困扰中小企业的一
个难题。 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节能减
排项目融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特
别是环保工程投资大、回报周期长，
收益率不高，很少能达到融资所要

求的回报率。
同时，我省有利于节能减排的

价格、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
策还不完善。 大家对国家和省里的
已有的支持政策，也只是一知半解，
没能充分利用好。

“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体制机制问题，技术
推广工作涉及部门多，存在多投管
理、步调不一等诸多问题；另一方
面则是市场机制问题，由于目前资
源价格体制未理顺，市场倒逼机制
缺乏， 公共服务平台发展不够，科
研企业、工业企业、节能环保公司、
政府等相对孤立， 导致信息不对

称、行动不一致。”省长株潭试验区
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刘怀德
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多管齐
下”。下一步，我省将从加强项目建
设、制度建设、政策支持、执法监
管、技术服务、宣传教育等六个方
面，把十大清洁低碳技术切切实实
的在全省推广开来。

让每个人都能呼吸上新鲜的空
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
品，享有宜居的生态空间，是十大清
洁低碳技术的使命。 相信随着十大
清洁低碳技术的深入推进，我们的
湖南一定将会成为天蓝水净、地绿
山青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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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清洁低碳
技术应用案例

清洁低碳技术的推广应
用， 就是将科技创新的成果应
用于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 产生经济和社会“双重效
益”。

省长株潭试验区工委委
员、 管委会副主任刘怀德向记
者阐释了推广清洁低碳技术的
重要作用：“既可以解决资源环
境问题， 又可以由龙头企业带
动发展一批上下游配套产业，
开拓更为广阔的经济发展空
间。 促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

近年来，我省通过推广“十
大清洁低碳技术”，在削减工业
能耗，降低污染，改善水体、空
气质量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效
果。 下一步我们应该全方位推
广清洁低碳技术， 尽快让技术
落地实施。

首先，要以项目为载体，推
广清洁低碳技术的载体。

政府部门要为推广清洁低
碳技术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
如探索建立技术推广牵头部门
负责，相关市州、省直相关部门
参加的省市联系会议制度，来
及时指导协调、 研究解决推广
中的相关问题。

其次要加强执法监管。 在
工业生产领域形成转型升级的
倒逼机制。 将清洁低碳技术推
广纳入新上项目竣工验收指
标， 用技术手段促进产业变绿
变轻。

第三，要加强服务，比如组
织清洁低碳技术专家深入企业
调研走访， 了解企业生产中存
在的实际问题和需求， 召开项
目对接会、银企对接会，搭建技
术方和项目方、 资金方对接的
交流平台。

尽
快
让
技
术
落
地
实
施

本
报
记
者
冒
蕞

本
报
记
者
田
甜

红太阳光伏产业生
产线。 周柏平 摄

洋湖再生水厂用水生植物治理生活污水。 熊浩华 摄

新能源发电技术
湘潭九华兴业屋顶光伏电站项目：

由兴业太阳能公司投建 ， 装机容量为
20.8MW，总安装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屋顶光伏电站。 电站
全部建成后， 年发电量近 2500 万千瓦
时， 所产生的清洁电能每年能节约标准
煤 7800 吨， 减排二氧化碳 19000 吨、粉
尘 5300 吨、二氧化硫 580 吨。

“城市矿产”再利用技术
湖南万容科技 “城市矿产” 项目：

2011 年， 万容科技初步形成了集各类资
源为一体的、 回收网络遍布全省的城市
矿产资源回收处置与综合利用体系。 实
现年处理“城市矿产”30 万吨，相当于节
约 44 万吨原矿、节能 10 万吨标准煤，减
排二氧化碳 27 万吨，实现年处理 5 万吨
重金属废液、固废。

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
长沙赛恩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株洲

重金属治理项目：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
配合-中和水解”工艺成功应用，使株洲
冶炼集团重金属排放达标，2010 年运行
以来，效果良好，处理成本低廉，实现废
水全面回用， 年减排重金属废水 400 多
万立方米，减排重金属近 30 吨，通过渣
回收的重金属量达到 3000 吨。

脱硫脱硝技术
湖南宁乡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吨/天生产线烟气脱硝项目：采用选择性
非催化还原 SNCR 脱硝工艺 ， 项目于
2012 年 11 月份完工，长沙市环境监测站
于 2012 年 12 月份对该项目进行现场检
测，其脱硝效率达 74.4%，实现烟气达标
排放。

工业锅（窑）炉节能技术
衡阳美仑化工工业锅炉节能改造项

目： 湖南省互创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采用专利技术 ， 对衡阳美仑化工一台
10t/h 沸腾炉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
行技术升级服务，总投资 350 万元。 改造
后， 吨煤产汽量由原来的 3.8 吨提升到
6.1 吨，年节标煤 3800 吨 ,实现节能效益
304 万元。

绿色建筑技术
长沙猛然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

研发的“全自动砌块成型码垛一体机”生
产线， 将建筑废弃物完全消纳转化为绿
色节能墙材———轻骨料混凝土保温多孔
砖。 全年可消纳建筑垃圾 11 万多吨，共
节约土地 219 亩。 同时，还可消纳粉煤灰
2.7 万吨，节约标准煤 1 万吨，减少烧砖
排放的二氧化硫 264 吨。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技术

长沙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高效提取
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 并将脱水
后餐厨垃圾与市政污泥共同厌氧消化处
理。 一期工程日处理餐厨垃圾量 375 吨，
二期增至 750 吨， 是国内目前在建规模
最大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之一。

生活垃圾污泥焚烧
及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
株洲华新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

项目： 干法水泥窑焚烧预处理过的生活
垃圾，既可以彻底解决恶臭、渗滤液、废
渣、二 英的污染，同时垃圾还可以作为
水泥原料、生产用燃料。 日处理生活垃圾
450 吨。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处置生活垃
圾 16 万吨，节约原煤近 2 万吨。

记者手记

南车株洲所的风电叶片将生产清洁能源。 朱野 摄

关山村景象 李健 摄

回收餐厨垃圾车 资料图片

长沙高新区清洁生产车间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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