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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本报讯 （记者 王硕） 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三北防护林建设局近日
启动三北工程科学绿化试点县建
设，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
县、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两个县入
选首批科学绿化试点。

造林种草、国土绿化是一项受
水资源、土壤立地、气候、物种等
多种生态因素共同影响的系统工
程。启动该项目是为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
意见》 精神，全面落实国家林草局
关于科学绿化、落地上图、精细化
管理等要求，有效解决北方旱区林
草植被恢复特别是三北工程建设中
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探索科学绿

化的技术路线和措施。
国家林草局三北局要求，试点工

作要统筹考虑水、土、气、生等多种
生态因素，着力解决好适地适绿、以
水定绿、合理密度、乔灌草结合、多
树种配置等事关科学绿化的关键性技
术难题，试点总结出一套指导三北地
区科学绿化的技术措施。试点省、
市、县要积极探索创新，力争通过试
点建设，在科学绿化技术措施、管理
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各试点县要履
行好主体责任，落实好造林地块，积
极配合科技支撑单位开展相关外业调
查和内业数据统计汇总等工作，为科
技支撑单位提供必要的工作便利条
件，做好相关保障。

三北工程科学绿化试点县建设启动

本报讯（记者 鲍蔓华）“真
香！真甜！真好吃！”日前，记者走
进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石淙
镇石淙村的三零现代农业示范
园，吃瓜群众一边品尝被称为“瓜
中LV”的网纹瓜一边忍不住夸。

吃瓜群众口中的“瓜中LV”
是示范园内种植的静冈早生蜜，
采用“一藤一瓜”的方法，在温室
中精心培养成熟。“这些瓜采用三
零微生态平衡健康栽培技术，全
程绿色防控，零化学农药使用，零
化肥伤害，最终达到零环境污染，
故能生产出外形漂亮，香甜无比，
并拥有T字形瓜蒂的蜜瓜。”湖州
三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琦旻告诉记者。

秉持着“把绿色还给大地，把
健康还给人民”发展理念，该公司
销售已经突破1000万元，带动就
业和创业300余人，其中大学生
创业就业100余人，成功孵化培
育省内外成熟农场 9家面积达
3100多亩。

这是石淙镇围绕“高效、优
质、生态”发展方向，进一步调整

农业产业发展布局，加快生态农
业发展，促使农民增收步伐不断
加快的一个缩影。

2020年以来，石淙镇“三服
务”专班结合新形势下统战工作
的重要着力点，针对单个企业或
个体户运营“成本高”、产业发展
同质化等问题，以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为主导，整合镇区内38个农
业经济个人和组织，专门成立石
淙镇“淙农众创空间”新联会。

通过新联会的组织，南浔银
行为“淙农众创空间”内的企业和
个人，提供了“农业龙头企业贷
款、家庭农场贷款、农民专业合作
社贷款、两美农合贷款、粮食生产
贴息贷款”等6款助农信贷产品，
给成员们带去最实在的资金扶持
政策。

同时，新联会积极动员老百
姓加入种植平台，为他们提供种
苗、可直接耕种的土地、微生物菌
剂产品以及种植技术，在收成之
后统一回购，并纳入平台进行销
售，让老百姓种植无忧，销售无
愁，探索出共同富裕新途径。

浙江湖州南浔区石淙镇：

“淙农众创空间”助力生态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日
前，中国三峡集团组织相关单位
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赤水河贵州省赤水市
江段举行增殖放流活动，16.69万
尾全长5厘米以上规格的圆口铜
鱼苗种放入赤水河。

圆口铜鱼是长江上游重要的
特有经济鱼类，人工繁育技术难
度极大。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

环评批复与流域规划环评审查意
见均要求以圆口铜鱼为代表物
种，开展人工繁育技术研究，实现
规模化增殖放流。

在活动现场，有关领导和专家
发出倡议，要加大圆口铜鱼保护的
宣传力度，引导群众认识圆口铜鱼
这个濒危物种，鼓励群众积极参与
长江濒危水生生物保护工作，争当
护江卫士，共同呵护母亲河。

1616余万尾圆口铜鱼苗种放流赤水河余万尾圆口铜鱼苗种放流赤水河

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抽水蓄能中
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以下
简称《规划》），明确了“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形势下
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路线，为我国抽
水蓄能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按照《规划》要求，到2025年抽水蓄
能投产总规模较“十三五”翻一番；到
2030年，抽水蓄能投产总规模较“十四
五”再翻一番。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投产抽水蓄
能电站总规模3249万千瓦、在建总规模
5513万千瓦，均居世界首位；但看比例，
我国抽水蓄能在电力系统中的比例仅占
1.4%，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为何要发展抽水蓄能电站？将对保
障我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有何
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程采
访了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彭
才德——

应新能源发展需要而生

记者：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抽水蓄能
电站？

彭才德：这是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的需要。

近年来，风光等波动性、随机性新能
源品种大规模应用。到2030年，预计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12亿千瓦以
上，大规模的新能源并网迫切需要大量
调节电源提供优质的辅助服务，保障电
力系统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同时，预
计到2035年，我国电力系统最大峰谷差
超过10亿千瓦，也需要电力系统灵活调
节电源。

而抽水蓄能电站是目前全球公认的
较为成熟、可靠、清洁、经济的储能手段，
可以成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的重要支撑，与现有其他调峰、储能措施
相比，具有较大的综合优势。

欧美国家建设了大量以抽水蓄能和
燃气电站为主体的灵活、高效、清洁的调
节电源。截至2020年底，意大利、美国、
日本、德国、法国占比分别达到55.2%、
44.3%、32.3%、15.5%、13.1%。其中抽
水蓄能占比分别为6.6%、2.0%、8.0%、
2.7%、4.3%。

对于我国而言，我国油气资源禀赋
相对匮乏，燃气调峰电站发展不足，虽
然近年来抽水蓄能电站发展较快，但抽
水蓄能和燃气电站占比仅6%左右，其
中抽水蓄能占比 1.4%，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抽水蓄能发展空间
较大。

因此，发展抽水蓄能就成为重要
方向。

我国抽水蓄能具备加快发展的基础

记者：我国是否具备了加快发展抽
水蓄能的基础？

彭才德：近年来，我国抽水蓄能电站
发展迅猛。截至2019年底，我国装机规
模占世界总量的19%，居世界第一。同
时，机组制造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装备
制造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目前，国内

厂家在600米水头段及以下大容量、高
转速抽水蓄能机组自主研制上已经达到
了行业先进水平。

同时，我国还拥有较为优质的抽水
蓄能资源站点。2020年 12月，国家能
源局启动全面的新一轮抽水蓄能中长期
规划工作，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地形地
质、水源条件、水库淹没、环境影响、工
程技术等因素，筛选出大量优质的抽水
蓄能资源站点，提出总规模7.26亿千瓦
的重点实施项目和储备项目。这些项
目为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实施奠定了
坚实基础。

记者：如何看待抽水蓄能发展与生
态优先的关系？

彭才德：发展抽水蓄能，首先要保证
生态优先。《规划》最开始就提出了坚持
生态优先、和谐共存，区域协调、合理布
局，成熟先行、超前储备，因地制宜、创新
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全国范围内普查筛选抽水蓄能资
源站点基础上，建立了抽水蓄能中长期
发展项目库。

对满足规划阶段深度要求、条件成
熟、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制约因
素的项目，按照应纳尽纳的原则，纳入重
点实施项目库，此类项目总装机规模
4.21亿千瓦。

对满足规划阶段深度要求，但可能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制约因素的项
目，纳入储备项目库。并提出这些项目

待落实相关条件、做好与生态保护红线
等环境制约因素避让和衔接后，可滚动
调整进入重点实施项目库。

强调以省级为主的实施机制

记者：未来抽水蓄能电站将如何布
局？

彭才德：根据《规划》，在核电和新能
源基地化发展的区域，重点布局一批大
型抽水蓄能，形成互补共赢、打捆开发的
新模式。

在负荷中心和大规模接受区外电力
的区域，布局抽水蓄能电站主要服务电
力系统需要。

《规划》中同时也考虑了在更大范围
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进行了站
点布局，以实现区域抽水蓄能协调发展。

此外，《规划》还积极鼓励混合式抽
水蓄能、矿坑改建抽水蓄能、中小型抽水
蓄能电站等新业态发展。

记者：为保证目标的达成，《规划》在
实施方面有何亮点？

彭才德：2021年 4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
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对电价形成机制、
疏导机制等各方关切的问题都作了明
确的规定。稳定、可预期的电价机制为
抽水蓄能电站的大发展提供了合理收
益保障。

为保证规划目标的达成，规划体现
了国家能源主管机构的简政放权和“抓
两头、放中间”的工作思路。国家层面的
主体责任是行业政策和规划管理，建立
监督监管机制，构建抽水蓄能行业监管
平台。省级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
负责根据本省实际需要，制定本地区抽
水蓄能中长期规划实施方案，明确实施
计划，并组织实施工作。

从目前的电价政策体系来看，为系
统服务的抽水蓄能电站，电价将主要通
过省级输配电价疏导到市场用户侧。为
特定能源服务的抽水蓄能电站，电价将
在特定电源和电力系统间分摊。

为此，在国家确定纳规项目清单后，
省级实施方案要在电力系统发展需求和
系统运行经济性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
衡，按照“生态优先、择优推进、加快开
发”的原则，进一步细化明确省（区、市）
内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发展目标、项目
布局和开发时序。

“抽水蓄能”发展按下“快进键”
——专访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彭才德

本报记者 高志民

宜章，湘之最南，紧邻广东韶关，
这里自然生长着一种我国最古老的木
本食用植物油茶树。

儿时的我，最喜欢油茶树。树上有
茶耳，摘下便可以吃，汁多脆嫩、微涩
略甜，食后舌根回甘，很是解渴。

每年临近霜降，看着油茶花满山
盛开、油茶果粒粒饱满，总能瞥到父亲
古铜色的脸上禁不住的喜悦。

父亲从 2007 年就承包了一片土
地，种上了油茶树。惨淡经营十几年，现
在总算有些收入。已过61岁生日的父亲
头发黑且浓密。每当别人问起秘诀，他总
笑眯眯地分享：一半是我奶奶遗传的，一
半是常年用茶枯粉（油茶籽榨油后的饼
粉碎）洗头的缘故。茶枯粉去屑护发，
这是很多南方山村里代代相传的生活
常识。聊到兴起，他还会补充说,茶枯粉
可以洗碗、洗澡、冬天泡脚、夏天清洗鱼
塘……在他看来，比起各种洗发水、洗洁
精等，这是最好的清洗介质了。

父亲个不高，平时寡言，但聊到油
茶树相关的知识，总能娓娓道来。这份
感情似乎源于爷爷。20世纪70年代中
期，爷爷就带着父亲在林场干活。那
时，山上长着很多野生的油茶树，待到
果熟，村里老老少少都会去采油茶果。

当时的压榨工艺还是很传统——
先用立起的石碾子将晒干的茶籽粉
碎，从甑里蒸熟，再把茶粉摊开冷却，
接着用稻子秆定量包裹好。讲究一点
的，会让少妇、少女洗净双脚，踩压成
圆形饼状，有点类似踩酒曲。茶籽饼踩
成型后，每一饼之间撒上秕谷，放入被
掏空的整木头里。一侧屋顶引一条结
实的麻绳悬挂一节实心硬柞木，利用
摆动木头的惯性，不断撞击加压在茶
饼上的方木塞，压榨出茶油。

相比现在的液压机压榨，这个过
程绝对是个体力活，且效率与出油率
都低；但在当时，却是用自己的勤劳智
慧获取木本食用植物油的最佳方案。

都说茶油好，也是在长年累月的生
产生活中，一代代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到了现在，通过科学技术也证明了这个
号称“东方橄榄油”的不一般——山茶油
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高达90%以上，油酸
达到 80%-87%，亚油酸（Ω-3）达到 7%-
13%，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ABCDE、角鲨
烯、儿茶素、山茶甙、鞣质等。

父亲还从爷爷那学来了做美食——
山茶油炸稻花鱼，焖上丝瓜豆腐，出锅前
再滴上两滴茶油，整个厨房顿时清香四
溢；还有用茶油做的油焖猪蹄、妈妈南瓜
饼等，也是逢年过节的上等佳品。

对我来说，茶油更是一种传承。
当年我考上厦门大学后，父亲让我

一定争取在学校入党。彼时，爷爷已经去
世，但这个愿望却是爷爷交代下来的。爷
爷曾多次对我们说：“看来看去，还是共
产党好。”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年年他
都会把自己好不容易采到的茶油，全部
省下来给我们吃的景象。

在时代的浪潮里，我们如同传递接
力棒。父亲辈从爷爷辈那里继承了艰苦
朴素的优良作风，开始种植油茶树；我作
为大学生返乡投资创业，希望把论文写
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

如今，每到十月，置身于漫山遍野的
油茶花海，感慨的是爷爷辈们殷殷希望
的实现；那一棵棵油茶树，是人们对美好
生活具体理想的显现——我们从过去吃
不起、用不起，只能采一点野山茶果，到
现在山茶油进入寻常百姓家；从逢年过
节都很难有山茶油，到如今可以从湖南、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河南等地
运往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特别
是通过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为今后农业发展奠定了强大
的生态基础和建设保障。

不远处，父亲开着拖拉机正从山上
运下来一车车的油茶果。湛蓝的天空，阳
光从山顶一直洒到山谷……正透过山茶
果树，洒在人们一年比一年幸福的心中。

岭南山岗油茶香
邓玉阳

名词解释

抽水蓄能技术：简单来说是在
有水位落差的两端分别建两个水
库，在用电低谷和新能源大发时段
时，用富余的电把低点的水抽到高
处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时，放水发
电。抽水蓄能电站好比大型“充电
宝”，有利于弥补新能源存在的间歇
性、波动性短板，是当前技术成熟、
经济性较优并且具备大规模开发条
件的电力系统灵活调节电源。

由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开发建设的江西洪屏抽水蓄能电站由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开发建设的江西洪屏抽水蓄能电站

为了更好在中小学校开展生态文明建设。9月15日，“携手共建绿色校
园 美丽生活你我同行”——环保主题大课堂活动在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小学举
行。此次活动由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水务局主办，北京市海
淀区永泰小学承办，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青少年生态环境教育专项基
金、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小康幸福工程办公室协办。

图为永泰小学刘京丽校长与少先队员分享垃圾分类知识。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携手共建绿色校园携手共建绿色校园 美丽生活你我同行美丽生活你我同行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天津滨
海新区永定新河口西岸的中新天
津生态城南堤步道公园。在蓝天
白云下，一群群精神的海鸟飞过
河海交界的水面，翅膀点在清澈
的水中，欢快地鸣叫。这是天津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各项目标任
务完成，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的结果。

9月7日，天津市发布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三年成果。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是全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七大标志性战役
之一，也是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
坚的首战。天津地处海河流域最
下游、紧靠渤海湾湾底，是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的最前沿和主战
场。据了解，自2018年打响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以来，天津市生
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务、农业农
村、交通、城市管理、海事等部门
通力协作、全力攻坚，顺利完成了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各项目标任
务，天津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
大大改善。

永定新河是天津北部防洪屏
障，多年来，由于河口淤积，水流
流速骤降，携带大量泥沙沉积在
入海口，形成淤泥质海岸带，生物
种类匮乏、环境承载能力薄弱。
通过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目前，
这片曾经满是淤泥的海岸带，已
是水清岸绿，鸟儿聚集。

据了解，天津严守海洋生态
保护红线，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
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
批。实施“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
划，开展岸线岸滩综合整治，三年
累计完成4.78公里的岸线整治
修复工程和531公顷生态湿地修
复工程，超额完成国家任务。

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队排查了天津153公里海
岸线的所有排污口，历时8个月
收集到详细数据，天津第一个入
海排污口信息管理系统搭建完
成。目前，该系统可实现对天津
所有入海排污口的动态监管。

在陆源污染治理上，天津抓
住入海河流和入海排口两道关键

“闸口”。全市12条河流全部落
实“一河一策”，“控源、治污、扩
容、严管”四措并举，清单化、项目
化推进实施，共实施6700余个治
理工程。深入开展入海排污口

“查、测、溯、治、罚”专项行动。对
港船泵站、天津港一号泵站等市
政综合排口进行从源头防控到管
网收集再到末端治理的系统整
治，彻底解决了生活污水直排海
问题。在海域污染治理上，深入
推进港口、船舶、海水养殖和海洋
垃圾等涉海污染源防治。

此外，天津市建立实施“湾长
制”，明确各级湾长的工作职责和
管辖范围，建立问题、责任和任务
三个清单，强化与“河长制”的衔
接和联动，形成了“全面覆盖、分
级履职、网格到源、责任到人”的
海湾监管新模式。同时，构建补
偿机制，每月对各区地表水质量
进行按月排名，实行“靠后区”补
偿“排前区”，倒逼上下游、左右岸
共同护河治水。强化执法联动，
海警、生态环境、海监、海事、渔政
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碧海”“春雷”
等专项执法行动，有效震慑了环
境违法行为。

通过“陆海统筹、河海同治、
生态修复、风险防范”等组合拳，
三年来，天津市 12条入海河流

“全部消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
面积比例达70.4%，在环渤海三
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天津市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本报记者 张原 李宁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