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粮集团仓库的屋顶上， 全都装上了太阳能光板发电。 梅亚丰 摄

版式编辑 冉明

破解资源环境难题： 技术创新是关键

【两型足迹】

攻坚莫畏难
———推广清洁低碳技术探索经济发展新路径

常诸谈

哲学家阿基米德说， 给我一个支
点， 我能撬动地球。

清洁低碳技术， 是撬动我省两型
社会建设的一个支点。

从世界范围来看 ， 解决雾霾污

染、 重金属污染、 水污染等众多环境
问题， 都离不开科技进步。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守盛强调， 要依靠湖南的科技创新优
势， 有效破解生态环境与两型发展的

关键技术难题。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指出,要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 为实现水更清 、
山更绿、 天更蓝的目标提供科技支撑。

2012年以来 ， 我省坚持问题导

向、 工程支撑、 政产学研联动， 瞄准
资源环境突出问题， 大力推广清洁低
碳技术， 组织实施800多个重点项目，
积极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稳
步踏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

建设两型社会， 需要体制机制创新与
科技创新双轮驱动， 两者缺一不可。

以湘江保护治理、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等重大工程为依托， 政府、 企业、 科研院
所凝神聚力， 协同作战， 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

绿色生态环境变美。 2014年， 湘江

干流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比2007年提升
5.5个百分点， 湘江干流水质总体为优，
干流18个省控断面水质均符合或优于Ⅲ类
标准， 鱼类资源量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
递增。 长株潭空气达标天数 2014年比
2013年上升7.2%， 全省14个城市空气达
标天数同比上升5.3%,11个城市空气质量

达到二级标准， 比上年增加2个。 碧水蓝
天不再遥远。

绿色经济质态变优。 推广清洁低碳技
术， 激活绿色市场， 扩张绿色产业。 2014
年， 全省环保产业规模达1350亿元， 居中
部首位、 全国前10， 环保企业超过1000
家； 在战略性新型产业中， 节能环保、 新
能源、 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营业收入占比达
26%。 与此同时， 六大高耗能行业占全部
规模工业的比重降到31.2%， 规模工业综

合能耗比上年下降3.4%。 全省“十二五”
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任务超进度完成。

绿色科技集群变强。 实施重大科技项
目210个， 其中国家专项18项， 取得900
多项清洁低碳技术成果， 工厂化住宅、 重
金属冶炼废水处理、 新型智能电表、 养殖
废水生态治理等 35项技术国内领先 。
2013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专程考察了中南大学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威胜在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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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梦
湖 南 日 报
湖南省长株潭试验区管委会 主办

2012年底， 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出台了长株潭试验区十大清洁低碳技术推
广实施方案。 在方案落地的过程中， 省市
政府精准发力， 进行滴灌式、 点穴式的政
策导引。

首创政府两型采购模式。 对于列入
《湖南省两型产品政府采购目录》 的两型
产品， 灵活采用首购、 订购及评审优惠等
方式， 两型采购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初步
形成比较稳定的两型产品采购市场。 据测
算， “十二五” 期间， 全省政府采购总规
模将达到1.6万亿元， 其中两型采购将超过
4800亿元， 可带来9600亿元的社会需求。

积极推行合同环境服务和合同能源管
理,让专业化的公司大显身手。 鑫广安养
殖场不花一分钱， 通过一纸合同， 将污染
排放治理交给海尚公司， 海尚公司利用新

技术， 排放水全部处理达标， 还生产有机
肥出售， 公司投资的800万元设备及人力
成本5年可全部收回。 湘潭岳塘区与永清
环保签订第三方合作协议， 在国内首创重
金属污染治理PPP模式， 加快了治理步
伐。 2014年， 麓谷获批全国首家环保服
务业试点园区单位， 形成5大节能环保优
势产业， 长沙高新区节能环保企业规模工
业产值突破200亿元， 同比增长30%以上。

用严格的标准和执法倒逼。 省经信委
发布 《湖南省工业企业主要产品能耗控制
指南》， 对冶金、 有色、 化工、 建材、 轻
工、 纺织、 电子等7个行业43种产品104
个用能工序实行能耗控制， 并作为工业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依据。 “两
型” 要求全面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 在省
政府创新创业“135” 工程中， 要求采用

钢结构标准厂房， 同步设计、 建设太阳能
光伏屋顶和分布式太阳能发电站。

制定“一业一策”。 省政府出台 《关
于推进住宅产业化的指导意见》， 发布建
筑节能技术、 材料、 设备推广和限制禁
止目录， 长株潭三市在建住宅产业化面
积达380万平方米。 出台 《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的实施意见》， 公交、 公务、 公用
领域先行， 带动社会消费。 实施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 选择28个县市区试点， 水
源地保护、 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 畜禽
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并进。 针对中联重科
提出参与两型社会建设的问题， 相关厅
局出台20条支持政策， 中联重科等一批
相关企业受益。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 在全国率先推行
统一燃煤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脱硫脱
硝电价。 排污权交易、 超定额累计加价、
水资源费等措施， 强化资源环境成本约
束， 使企业开发运用清洁低碳技术的积极

性高涨。
坚持试点示范引领。 新技术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 在清洁低碳领域尤为突出， 需
要政府积极作为。 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
绿色建筑、 新能源汽车推广等一批重大项
目成为国家试验。 政府工程当先锋， 黄花
机场、 长沙地铁、 株洲云龙示范区等成为
行业的标杆。 全省共推介了24家技术和商
业模式创新突出的骨干企业， 支持节能服
务业等60多个战略联盟发展， 部署14个
县 （市区） 试点， 及时破解技术推广中的
体制机制障碍。

绿水青山， 事在人为。 清洁低碳技术
的集成推广， 已成为湖南两型社会建设、
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支点。 坚持体制机制
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 湖南已经找到
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子。 山水湖南不是
梦。 绿色湘军再出发。

(执笔人 刘建华 张立明 龙文)

清洁低碳技术推广： 政策是加速器

一、 十大清洁低碳技术
1.新能源发电技术推广。 到2015年， 建设

130万千瓦左右的风电场、 50万千瓦左右的生
物质发电厂、 120万千瓦左右的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

2. “城市矿产” 再利用技术推广。 到2015
年， 实现 “城市矿产” 资源加工利用量400万
吨， 加工比例60%以上。

3.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推广 。 到2015年 ，
逐步消除历史遗留重金属废渣的环境安全隐
患。

4.脱硫脱硝技术推广。 到2015年底， 所有
燃煤机组烟气建成脱硝设施。

5.工业锅 （窑） 炉节能技术推广。 到2015
年， 工业锅 （窑） 炉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
形成年节能能力300万吨标准煤； 水泥行业电
机风机全部完成变频改造， 形成年节能能力30
万吨标准煤。

6.绿色建筑技术推广。 重点推广绿色建造、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节能、 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
化等技术。 到2015年， 实施绿色建筑创建计划
项目100个以上， 其中房地产项目60个以上。

7.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技
术推广。 到2015年， 长株潭试验区新增餐厨垃
圾处理规模1690吨/日。

8.污泥垃圾焚烧技术推广。 到2015年， 长
株潭试验区内有条件的市建成污泥集中处理处
置设施， 新建污泥处理处置规模15.24万吨 （干
泥） /年。

9.城市公共客运行业清洁能源、 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推广。 长株潭三市城区公交、 出租车
全部实现清洁、 新能源化。

10.沼气化推动农村畜禽污染治理和资源化
利用技术推广。 到2015年底， 实现农村可再生
能源资源利用率比 “十一五” 末提高50%。

二、 清洁低碳技术推广骨干企业
1.新能源发电技术: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中

科恒源 （益阳）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共
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城市矿产再利用技术： 湖南万容科技有
限公司。

3.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 永清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长沙华时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赛恩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脱硫脱硝技术： 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麓南脱硫脱硝科技有限公司。

5.工业锅 （窑） 炉节能技术： 湖南省互创
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中冶长天节能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

6.绿色建筑技术： 远大科技集团、 湖南凌
天科技有限公司、 城光 （湖南） 节能环保服务
有限公司。

7.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技
术：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8.污泥垃圾焚烧技术： 湖南现代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湖南省九方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9.城市公共客运行业清洁能源、 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推广：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10.沼气化推动农村畜禽污染治理和资源化
利用技术： 湖南海尚环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生物能工程开发公司、 湖南原生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清洁低碳技术尽管这件事情很小，
但能四两拨千斤， 是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个
支点。” 省委常委、 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
记张文雄说。 提高清洁低碳技术含量， 对
冲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 一批节
能环保企业、 产业基地加速成长， “绿色
湘军” 正在崛起。

———破解水环境污染问题， 着力推广
重金属污染处理、 养殖污水资源化处理等
技术。

2011年， 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建立， 获得30多项国家专
利技术， 成为“三废” 治理与重金属污染
场地修复的支撑。 中南大学与长沙赛恩斯
环保科技公司研发的生物制剂处理重金属
废水技术， 在株洲冶炼厂投入使用， 每年
回收25吨重金属。

针对养殖大省的污染苦恼， 从科学饲
料到污染治理、 到病死猪处置， 全面推行
生态养殖模式， 大大减少养殖排放。 采用
沼气化推动畜禽污染资源化利用， 整合资
金2.16亿元， 实施400个规模养殖场粪污
治理， 新建大型沼气工程55个， 建设100
个农牧一体化养殖场。 中科院长沙生态所
的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在湖南、 浙江等地生
根。 养殖业正在发生蝶变。

———破解土壤污染问题， 着力推广垃
圾资源化处理、 矿山治理、 耕地修复等技
术。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通过推广
城市矿产再利用技术， 让垃圾在循环中得
到利用， 6个园区、 5家企业进入国家试点
示范， 去年有色金属循环再生产主营业务
收入超过1000亿元。

垃圾量激增， 垃圾填埋场告急。 推广
生活垃圾焚烧、 水泥窑协同处置等新技

术， 株洲市等8个项目投产， 带来垃圾综
合处理的革命。

工矿区废渣往往由来已久， 治理是一
个世界性难题。 永清环境修复公司研发的
“重金属污染土壤离子矿化稳定化技术”，
对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具有显著的修复功
效。 中南林科大研发的“重金属污染区生
态修复与水环境保护技术”， 在去除土壤
重金属的同时， 还能迅速恢复植被景观，
在多个矿区和工业污染区示范推广。

农田土壤健康事关食品安全。 从去年
起， 在国家的支持下， 在长株潭开展170
万亩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 为全国土
壤污染治理探路。

———破解大气污染的关键难题， 着力
推广工业脱硫脱硝技术、 新能源汽车等。

根据科研机构对大气污染源的分析，
硫酸盐和硝酸盐的污染较严重， 必须减少
工业燃烧和汽车尾气排放。

火电厂、 水泥厂是大气污染重要源
头。 全省痛下决心， 30万千瓦以上火电机
组和所有63条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全部建
成脱硫脱硝设施， 提前一年在全省水泥企
业执行氮氧化物排放新标准。 永清环保公
司的“脱硝催化剂前端烟气与氨均混技
术”， 各项指标达到或超越西方引进技术，
承担了省内60%以上的二氧化硫减排任
务， 钢铁脱硫业务量居国内第一。 凯天环
保公司在整体厂房除尘、 大气环境烟气治
理、 重金属污染治理等领域拥有自己的核
心环保技术。

让能源更清洁。 大力推广风电、 太阳
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技术， 国家
下达我省“十二五” 第三批风电核准计划
60万千瓦， 太阳能光伏形成了从工业硅
生产到光伏系统开发的全产业链， 全省新

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100万千瓦。 页岩气
的商业化开发即将启动， 将改变我省无气
的历史。

占雾霾来源二成以上的汽车尾气排放
找到解决方案。 湖南在纯电动大巴、 纯电
动汽车研发生产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先进
水平。 2014年底， 长株潭三市推广使用
混合动力公交车2240台、 纯电动公交车
314台， 2015年底有望整体实现公交车能
源清洁化。

我省每年生产农作物秸秆4400万吨，
秸秆焚烧导致雾霾产生。 通过生物质发电
及生产沼气、 成型燃料等技术， 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65%。 截至2014年底， 湖南理昂
再生能源公司累计发电8.93亿度， 消耗秸
秆112万吨， 折算节省标准煤45万吨， 减
少7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以清洁低碳技术助推产业转型，
着力突破两型产业化和产业两型化。

中联重科联合湖南大学等开展餐厨垃
圾资源化处理技术研发， 促进公司向环卫
机械发展， 去年该领域销售收入超过50
亿元， 成为全国最大的环保环卫装备制造

商。
威胜集团联合长沙理工大学、 华自科

技开展新型智能电表等智能电网关键技术
研究，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华时捷研发重金属废水电化学深度处
理成套设备， 承担全国近60%的铜、 50%
的锌、 40%的铅冶炼废水处理， 重金属在
线监测设备卖到了日本。

清洁低碳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实现“华
丽” 转型。

建成66个余热余气余压发电和热电联
产项目、 装机245万千瓦， 涟钢、 湘钢等
自发电占用电量的70%以上， 相当于为每
吨钢降低成本42元。 2014年湘钢转炉炼钢
单位能耗同比下降24.62%， 在68项主要产
品能耗中降幅最大， 竞争力得到提升。

民以食为天， 但餐厨垃圾和餐饮油烟
对水体、 大气造成污染。 2012年， 长沙市
成为全国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试
点。 运用中联重科的设备， 目前长沙市餐
厨垃圾收集量接近60%， 处于全国同领域
领先水平， 日均收集处理餐厨垃圾330
吨， 可炼制生物柴油约16吨。

撬动转型发展： 推广清洁低碳技术是支点

新能源汽车。 资料图片

用绿色建筑技术建成的梅溪湖实验小学。
资料图片

畜禽污染经过资源化处理后， 乡村更美。
资料图片

【两型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