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动态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多项短板亟待补齐

河北开展打击污染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本报讯 11 月 10 日，河北省公安厅、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河北省检察院、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了 “利剑斩污
（2020-2021）” 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 决定从即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全省范围内联合开展打击环境违法
犯罪 “利剑斩污（2020-2021）”专项行动。

此次“利剑斩污”专项行动将重点围
绕“蓝天”“碧水”“净土”三场保卫战，全面
拉开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两条战线，精准
打击、靶向打击、行刑衔接、紧密配合，既
严打违法犯罪， 又保护企业合法经营，巩
固近几年来打击污染环境违法犯罪取得
的成效和战果，集中力量解决群众身边的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有效剔除我省生态环
境安全隐患。

会议要求，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和
省委、 省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系
列决策部署上来， 充分认识开展此次专
项行动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职尽责，坚持
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依法治污，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密切与公、检、法系统
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四部门联动优势，
有效提升合成作战效能， 查处一批生态
环境违法问题， 打击一批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反映强烈的
突出环境问题， 有效剔除河北省生态环
境安全隐患。 同时，要持续深化服务式、
体检式、预防式“三式”执法理念，文明执
法、规范执法，坚持科学分类施治，实行
差异化监管机制，坚决杜绝“一刀切”，既
要让恶意排污、非法排污、故意违法的企
业感受到生态环境执法的力度， 也要让

主动治污、主动减排、自觉守法的企业感
受到生态环境部门服务的温度。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打击整
治 16 种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 重点排
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
自动监测设施运行排放污染物的；违法减
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 100 万元以上
的；通过私自设置管道排放有毒气体的；
以危险废物液体冒充“锅炉油”，构成污
染环境犯罪的； 焚熔废塑料严重污染大
气环境的； 对政府维护的环境质量监测
系统实施修改参数或监测数据的， 或者
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非
法生产、 销售不达标的劣质燃油、 散煤
的；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违反国家规定
超标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受过行政
处罚后又实施上述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三吨以上的； 无危险废物经营处置资质
的黑作坊、 黑工厂或以合法形式为掩护
的单位非法收集、贮存、利用、倾倒、处置
危险废物的； 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或者
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参与、
委托其收集、贮存、运输、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的； 逃避监管， 私设暗管或利用渗
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
危险废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 通过
高压灌注方式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
的；超标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
砷、铊、锑等重金属的污染物的；非法倾倒
生活垃圾或其他固体废物致使公私财产
损失 30 万元以上的； 污水处理厂超标排
放污水或上游企业非法向污水处理厂排
放有毒有害物质的。 （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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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相继出台、市场需求逐步扩大、新基建等推动综合能源的发
展，相关联盟和服务站随之成立，但现实发展仍有多项短板待补———

综合能源服务“蓄势待发”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

关关注注

宁夏全面排查
涉气排污企业

本报讯 眼下已进入采暖季，11
月 11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
部门煤尘治理执法组采取不打招
呼、现场抽查方式，对辖区部分供热
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据悉，宁夏将在
冬春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中，严查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和重点
行业污染， 严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生
态环境问题及无证排污行为， 提升
环境空气质量，守护“银川蓝”。

当日 9 时许， 执法人员来到位
于贺兰县的宁夏百新热力有限公司
东区供热站，先后对企业生产情况，
脱硫、 脱硝设施以及烟气在线监测
设备运行情况等进行现场检查。 “检
查过程中， 我们发现企业环保设施
改造施工后，现场环境比较混乱，脱
硝设施也没有开启。 ”执法人员说，
生态环境部门责令企业立即开启脱
硝设施， 做好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
维护记录，确保污处设施正常运行，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同时，对锅炉
房无序垃圾堆放进行清理。

面对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指出的
问题， 宁夏百新热力有限公司安全
环保部负责人李翔鹏说， 东区供热
站供热面积近 200 万平方米， 由于
企业采暖季前对环保设施进行了技
术改造，加之现阶段处于供暖初期，
设备运行不稳定，故障较多，故而存
在关闭脱硝设备的情况。 “我们会立
即按照环保部门要求保障设备正常
运行。 ”李翔鹏说。

随后， 执法人员来到宁夏天马
热力有限公司， 对企业锅炉运行情
况和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数据进行检
查。 据该供热企业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天马热力为周边 5 个小区、60 余
万平方米区域供暖， 通过对环保设
施的改造，今年排放的烟气中，颗粒
物及氮氧化物相关数据较去年同期
均有下降。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企业
烟气在线监测设施虽然正常运行，
但未进行比对监测， 执法人员要求
企业尽快比对数据， 并做好监测设
备运行维护记录， 保证监测数据真
实、准确、有效。

据了解， 根据 2020-2021 年全
区冬春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有关要求， 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
执法支队已组成工业源、煤尘治理、
“散乱污” 与禁烧等 6 个执法组，采
取混合编组、交叉执法、夜间检查
等方式， 全面排查涉气排污企业，
排查工业源、燃煤源等各类污染源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严查偷排
偷放、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
违法行为。

据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
队执法室主任张东旭介绍， 对于检
查中发现的污处设施不正常运行、
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的情况， 生态
环境部门将从严处罚，；对于轻微环
境问题，将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并进
行跟踪检查，消除环境问题。 （赵锐）

协鑫能科高州燃机
1号机组投运

本报讯 日前，协鑫能科高州燃
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1 号机组顺利完
成 72+24 小时满负荷运行， 正式投
入商运。 高州燃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总容量 150 兆瓦， 规划建设两套燃
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高
州项目 1 号机组投运后， 公司已并
网 热 电 联 产 装 机 容 量 将 增 至
2979.14 兆瓦，占公司总装机的 85%
以上。 这是继今年 8 月底投运广西
中马燃气分布式项目后， 该公司在
年内投运的第 2 个天然气热电联产
项目。

公开信息显示， 热电联产是公
司主力业态之一。公司热电联产机
组集中在江苏、 浙江和广东等发
达地区的工业园区。 由于热电联
产机组不受电网调峰影响， 机组
利用小时高，汽、电两大产品较传
统发电企业有明显的盈利保障 。
公司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共完成
结算电量 115.2 亿千瓦时， 同比增
加 14.6%； 完成结算汽量 1071.4 万
吨，同比几乎没有下滑。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增长，实现
营收 81.64 亿元， 同比增长 4.4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3 亿元，同比增长 46.92%。 其
中，第三季度净利 2.79 亿元，同比
增长 71.93%。

公司总经理费智表示， 公司持
续推进具有竞争力的天然气热电
联产项目，2020 年将在两广地区新
增天然气热电联产装机 300MW。
截至目前，公司在两广地区投运的
天然气热电联产规模达 1080 兆
瓦，在公司热电联产总装机中占比
已超1/3。 （胡鑫）

“提供以电为中心的终端能源解决方案，已成为综合能源服
务发展的重要趋势。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樊功成日前表示。

“十三五”以来，综合能源服务取得初步发展成效，项目相继
落地，继天津综合能源专家服务站成立后，上海综合能源专家服
务站正式成立。 各大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综合能源服务这块“蛋糕”
市场。 但综合能源服务处于起步阶段，针对多项短板，有专家建议
综合能源服务应尊重市场规律，避免走入发展误区。

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了“新基建”的范围：信息基
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内容，其中以深度
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能源设施转型
升级。

综合能源服务发展离不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技术手段，业内一致认为，新基建打开了综合能源的“商机”。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西北事业部总经理白保华公开表示，
综合能源服务的市场空间，来自对原有供能、用能系统的改善补
充，也离不开新兴产业带来的增长动力，新基建将催生综合能源
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

华东电力设计院智慧能源室主任吴俊宏表示，新一轮电改启
动后， 一方面以市场需求电量为导向的发用电计划改革制约了
发电企业无序投资的冲动， 另一方面以提升电网投资效率为目
标的输配电价改革减少了电网企业冗余投资的行为。 因此，无论
是过往经验，还是新一轮电改对行业的要求，以前粗放式投资将
不再适用。

“除满足电力负荷增长和电网安全运行必要的电网项目和电
源项目以外， 新基建背景下更需要重视综合能源新兴业态的发
展。 ”吴俊宏说。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郭婷婷表示，
在推进现代能源体系中， 技术和体制上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如何激励供需两侧灵活性资源的调节作用，推动供需两侧智
慧协同发力，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前景虽好， 但综合能源发展还有多项短板代
补。 国家能源局在回复中表示，“十三五”以来，综
合能源服务取得了初步发展成效， 但在发展方
向、业务规范、项目管理、市场机制等方面仍存在
一些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划指导和引导，
完善相关政策举措，推动综合能源服务积极有序
发展。

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源专家
委员会 2019 年发布的 《综合智慧能源研究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综合能源以天然
气、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为基础，目前供能成
本明显高于传统燃煤供能成本， 仅局限于环保
要求高、 经济承受能力强的发达地区和工商业

高端用户，缺乏可复制的盈利模式，项目总体进
展缓慢。

此外，入不敷出导致项目营收雪上加霜。 以增
量配网项目为例， 政府为招商引资承诺园区内企
业较低的用能价格， 但又对配网建设自动化水平
控制系统提出较高要求，导致整个项目成本太高，
难以盈利。

“从行业发展需求看，‘十四五’期间，智慧电
厂还将继续铺开，不断深入；另一方面，能源革命
转型深入发展，现代能源体系构建依赖于能源物
理系统和信息系统技术共同进步。 其中，综合能
源需要更精准的规划设计、 更智能的运行调控、
更灵活的交易服务。 ”郭婷婷说。

近年来，国家政策相继出台、市场需求逐步扩
大、关键技术不断突破，极大推动了综合能源服务
产业发展，各地积极上马相关项目。

国网能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汤芳表示，综合
能源服务市场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近期是千
亿级市场，远期是万亿级市场。 各类企业纷纷向
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升级，市场竞争格局将快速
演变。

千亿市场，如何规范发展？ 吴俊宏表示，综合
服务涵盖面较广，既有供电、供气等管制性非竞争
业务，也有售电、节能等竞争性业务。 在我国油气
和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下， 政府对非竞争性业务的
监管也在逐步加强， 企业综合能源服务的商业模

式能否适应政府未来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 综合
能源服务商业模式的设立如果能够在政府监管要
求下做到彼此支撑却又相对独立， 对降低企业未
来经营风险将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能源服务‘蓝图’很美，但当下生存是关
键。 在企业综合能源服务战略发展定位的指导下，
应围绕其主营业务， 从盈利能力更强的业务环节
先行拓展。 同时，综合能源服务转型应该以‘客户
价值实现为目标’， 摒弃能源行业传统的规模思
维、投资思维。 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不
宜盲目投资，以‘抢占地盘’为目标投资一大批盈
利前景模糊的项目。 更不宜‘唯技术论’，在部分能
源新技术尚未成熟之前就盲目投资。 ”吴俊宏说。

规范发展是关键

新基建打开新商机

中国石化扬子石化炼油厂规范危废管理，高标准投用危险废物中转库，规范内部临时贮存转移程序，实行危废周报制，对旧催化剂等危废品进
行分区、分包、分类管理，推进危废资源化、减量化，累计处理危废包装桶 1 万余只，固废物 4000 余吨，季度排污费用同比降低 45 万元。 图为该厂员
工对现场危废清点归类。 周晓琪/文 李树鹏/摄

扬扬子子石石化化：：规规范范危危废废管管理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