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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帅政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毗邻乌海，
地处乌海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区域。近年来，该旗把绿色矿山建
设作为“底色工程”“造福工程”，按照

“重底色、靓本色、增成色”治理模式，
大力推动绿色矿山建设，让昔日的矸
石山、排土场成为今日的苍翠青山。

站在鄂托克旗建元煤矿排矸场顶
部，在工人们春耕夏耘的呵护下，层层
相接的排矸场错落有致，秋景宜人。

建元煤矿是隶属建元煤焦化公司
的资源供应端，所采煤炭通过 5千米的
皮带长廊绿色安全运送到下游子公司，
而产生的煤矸石在源头进行集中治
理。今年初春，在全旗上下绿色矿山百
日攻坚行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建元煤
焦化公司在进度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对
制定的排矸场 42万平方米的治理面积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响了弥
补发展源头生态旧账的“攻坚战”。

最终，5000 棵树木、15 万株沙棘
柠条、40 万平方米草地在夏日里成效
初显。在推动矿区绿化和生态复垦的
同时，该公司还特别重视土地的再利

用和产业链的循环发展。
建元煤矿副矿长刘新文说：“在大

力推动排矸场治理的同时，我们也在
同步探索排矸场的利用，积极对接光
伏发电项目，煤矸石综合利用制营养
土、制砖等项目，为公司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注入新动力。我们
将预计通过投资 4 亿元在 4 年的
时间内，也就是争取在 2023 年底，
进入国家绿色矿山名录。”

打造绿色矿山，不是简单的绿化
矿山，而是发展观念的改变、发展方式
的转变。

鄂托克旗棋盘井镇矿山公园风景
如画，枝叶葳蕤、花草芬芳，经常能看
到体育健身的休闲场景，然而该公园
却在内蒙古裕兴煤矿的主采区，如何
实现“地下采场，地上公园”的“两相
宜”模式，这中间连采连充工艺发挥着
中流砥柱的作用。

2015 年，裕兴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自主研发的全负压连采连充技术运用
到采煤作业过程中，煤矿采取双巷连
续作业方式，先采奇数巷，用矸石充填
之后，反过来再采偶数巷实现开采充
填两不误。通过机械化采煤，把井下
的煤炭资源回采出来，再将地面的固

废矸石、粉煤灰搭配少量的水泥形成
混凝土充填到井下采空区，实现了采、
支、运、充平行作业，不仅提高了回采、
充填效率，还确保地面不下陷，地下水
不受损害并减少了矿井灾害，现已被
纳入国家促进煤炭工业转型升级先进
适用技术项目，被国内行业奉为圭臬。

裕兴煤矿技术副总黄西臣告诉记
者：“我们连采连充的工艺是把矿山生
产的矸石充填在井下，把井下的煤炭
资源置换出来，我们的充填开采是密
实充填，实现了开采后地面不变形，环
境不受破坏，并且把工业固体废料全
部充填井下，解决了工业固体废料在
地面的堆放和对环境污染的问题。”

裕兴煤矿的绿色开采，实现了企
业的绿色发展，还为当地的绿色矿山
建设提供了一个模式，为煤矿绿色开
采树立一个标杆。

站在矿山公园的高处可以望到棋
盘井矿区绿色矿山集中连片治理区
域，目及之处都是植被葱葱盛景。自
然界的精灵们不负好时光，都赶来共
同见证矿山“植绿”的加速度⋯⋯

棋盘井绿色矿山集中连片治理工
程按照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专
为解决鄂托克旗棋盘井地区煤矿企业

矿权范围小，排土场设置不规范治理
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工程由鄂托克旗
委、旗政府主导，煤炭行业协会牵头，
各煤炭企业全面推进的绿色矿山集中
连片治理工程，工程计划总投资 3.2 亿
元，涉及六保、东辰、新亚等 10 家煤矿
企业。

六保煤矿矿长乔六保介绍，六保
煤矿投资 3000 万元，建成直接连通煤
矿采区与排土场的现代化气悬浮排渣
输送系统，相比传统的汽车运输、皮带
输送，每立方米土石运输成本下降了
3.2 元，每年可以节约成本约 3000 万
元，减少洒水降尘支出 390 万元。气
悬浮排渣输送系统建成，带动公共道
路两侧建成人工绿化景观带，从根本
上改善矿区空气环境质量，节约了矿
区抑尘水资源，降低汽运扬尘污染和
交通安全风险。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绿色矿山
建 设 绝 非 一 日 之 功 ，不 可 能 一 蹴 而
就。鄂托克旗长王国权表示，面对绿
色矿山建设重任，我们要以攻坚克难
的态度绘就亮丽生态底色，以真抓实
干的作风厚植发展底蕴，全面推进绿
色矿山建设向“生态带、产业链、风景
线”深层次目标笃定奋进。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采访对象：乌兰察布市林草局二级
调研员张立江

当下的乌兰察布，正是柠条长势旺
盛的季节。这种生于沙丘、山坡及干燥
坡地的柠条，一直是水土保持和固沙造
林的重要树种之一。这几年当地依托这
一资源，在防风固沙、促农增收等方面实
现了“一业多赢”。为此，记者采访了乌
兰察布市林草局二级调研员张立江。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种植柠条来恢
复植被？

张立江：乌兰察布市地处自治区中
部。上世纪 80—90 年代由于人口增加
对粮食需求的加剧，当地大面积毁林开
荒、垦草种粮，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
破坏，风蚀沙化，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特
别是后山地区相当一部分村庄已经到
了沙进人退的境地，许多农牧民迫于安
身立命而举家搬迁。进入 2000 年，乌兰
察布市抓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和京津
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机遇，举全
市之力开启了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坚持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大面积种植以柠
条为主的灌木林，恢复林草植被，到目
前保存柠条资源面积达到 1200 万亩。

记者：柠条产业发展如何？
张立江：种植面积达到一定程度，

就会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
色产业发展之路，于是我们积极引进和
扶持柠条饲料加工企业。目前全市有
柠条加工企业 30 余家，形成了全华北地
区最为集中的柠条饲草料加工企业群。

记者：后期的发展路线怎么规划？
张 立 江 ：为 了 确 保 柠 条 林 产 业 健

康、可持续发展，乌兰察布市邀请内蒙
古农业大学王志军博士团队，召集旗县
林草局负责人和企业代表共同把脉，抓
住柠条饲草料市场前景利好，以及国家
森林抚育和森林精准质量提升项目的
有力契机，科学地开展柠条平茬复壮。
在保护资源的基础上，加快柠条的转化
利用，探索开发附加值高的产品。以此
确保乌兰察布柠条林产业走出一条资
源得到保护，农牧民得到实惠、企业得
以发展的良性发展之路。

“一业多赢”绿染荒山

本报北京 9 月 1 日电 （记者 常
钦）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为掌握全国
森林资源分布、种类、数量、质量、结构和
生态状况以及变化情况，近日，自然资源
部启动 2021 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监
测工作。此举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的战略目标提供数据服务，为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提供科学依据。

据介绍，此次工作将利用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及其最新年度变更调查成
果，在 2020 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工作
基础上，更新全国森林资源分布图，优
化森林资源调查监测技术方法，统一技
术标准，科学设置调查监测指标体系，
统筹布设国家和省级样地，组织开展国
家级、省级样地调查和县级森林资源调
查监测试点，推进构建国家、省、市、县
四级一体的森林资源年度调查监测体
系。各级成果经逐级检查验收后纳入
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库，由国家
统一汇总，并纳入自然资源三维立体时
空数据库。根据工作安排，9 月底前，将
完成技术方案编制、人员培训以及底图
制作和样地布设等。

（转自《人民日报》2021 年 09 月 02
日第 13 版）

2021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启动
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数据服务

本报 9 月 15 日讯 （记者 霍
晓庆）为摸清全市森林草原火灾风
险隐患底数，为各级人民政府有效
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防治工作提供科
学决策的依据，近日，鄂尔多斯市全
面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普查工
作。

据悉，本次森林草原火灾风险
普查分为前期准备、野外调查、质量
检查和数据汇总 3 个阶段，涉及全
市 7 旗2区和鄂尔多斯市造林总场共
10个地区单位，调查样地总数为676
个（其中森林样地 529 个、草原样地
147 个），调查内容包括森林和草原
可燃物调查、野外火源调查、历史森
林和草原火灾调查、减灾能力调查。
目前已完成样地调查351个（其中森
林样地 238个、草原样地 113个），约
占任务总量的51%，预计在9月底前
完成全部样地调查工作。

鄂尔多斯市
全面开展森林草原
火灾风险普查工作

本报 9 月 15 日讯 （记者 李
国萍）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邮政管
理局将行业绿色环保工作确定为全
年重点工作之一，鼓励引导寄递企
业努力实现邮政业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目前，通过日常和专项检查
等方式，以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
为目标的行业绿色发展正在大力推
进，生态环保属地责任正在逐步落
实。

在引导企业加大环保宣传和环
保资金投入方面，呼和浩特市邮管
局一方面利用所辖综合网点、揽投
部通过营业场所张贴海报、电视播
放、H5 等推广形式开展“绿色邮政”
主题活动，并以宣传绿色包装箱、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展进校
园、塞上邮局等宣传活动；另一方面
向客户宣传“绿色邮政”、电子银行、
绿色金融理念和邮政绿色寄递服
务；同时，通过开展“绿色邮政进校
园”活动，走进农大附小幼儿园、金
川小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学校，有
力引导学生、市民树立节能低碳、绿
色环保的生活理念。

呼和浩特市
以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
推动邮政业发展

本报 9 月 15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
2021 年水利厅安排 2840 万元资金
用于地下水“量水而行”试点县建
设，赤峰市松山区、喀拉沁旗，通辽
市科尔沁区、科左中旗、开鲁县等 5
个水资源供需矛盾相对突出、农业
水价改革及水资源管理有一定基础
的旗县区被确定为我区西辽河流域
地下水“量水而行”试点旗县。

据悉，试点旗县将结合区域实
际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管控指标体
系，农业灌溉用水实现“分水到村”
并逐步到井到户；对全部规模以上
农业灌溉用地下水井开展“以电折
水”系数率定，确保“计量到井”；探
索推行以电控水、水电联管管理方
式，达到“取水有量”；落实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任务，提出农业灌溉用水
政府指导价，实行分档水价，实现

“用水有价”和用水缴费，利用价格
杠杆促进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

我区
西辽河流域地下水

“量水而行”试点旗县确定

碧波荡漾的乌梁素海碧波荡漾的乌梁素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霍晓庆霍晓庆 摄摄

□本报记者 杨帆 摄影报道

9 月中旬，处于北纬 40 度、黄
河几字湾的达拉特旗境内库布其
沙漠腹地，连绵整齐的光伏板在阳
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蔚为壮观。

为了能将达拉特光伏发电应
用领跑基地的更多绿色电能尽快
送达千家万户，8 月底至 9 月初，达
拉特旗万成功 220 千伏变电站内，
工程技术人员紧锣密鼓地进行系
统安全稳定调试验收。

目前，变电站二期汇集输变电
工程主体项目已实现投产送电，万
成功“响-万”线送出线路正在施
工中。项目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全面建成投产后，预
计年送出绿色电力 20 亿千瓦时，
年节约标煤 68 万吨，年减排二氧
化碳 165 万吨，年减排粉尘 45 万
吨。

电网将绿色电能源源不断送出。

夜幕下的变电站。

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的光伏板。

工作人员调试电
站安全稳定系统。

和谐的林光互补景象。

绿色电能落户沙漠腹地绿色电能落户沙漠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