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钢厂尾气中，转炉煤气一氧
化碳含量高达 50%，钢铁企业要么用于发
电，要么直接燃烧供热，利用方式较为单
一，产品价值低不说，还带来环保压力。
相比之下，工业尾气用于制乙醇、蛋白粉
等，产品附加值高于前者。

然而，工业尾气制燃料乙醇此前在全
国没有规模化生产先例，究竟划不划算？

“传统粮食发酵方法，大约 3 吨粮产 1
吨燃料乙醇。受制于粮食原料不足以及粮
价攀升， 粮食燃料乙醇生产成本居高不
下。 首钢朗泽气体生物发酵制燃料乙醇
与粮食制燃料乙醇相比， 综合成本降低
约 30%。 ”首钢朗泽河北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宋庆坤介绍。 记者还了解到，与钢铁工
业尾气燃烧发电相比，生物发酵制乙醇产

值是发电的 2 倍以上，经济效益是发电的
3倍，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1倍以上。

再来算算环保账，用工业尾气制燃料
乙醇，对碳减排的贡献有多大？

据了解，我国钢铁工业碳排放量约占
全球钢铁工业碳排放超过 50%，占全国总
碳排放量的 15%左右，在国内所有工业行
业中位居首位。

而利用钢铁工业尾气每生产 1 吨燃
料乙醇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1.9 吨，燃料
乙醇产品应用到汽油中还可实现二氧化
碳二次减排 1.5 吨，综合二氧化碳减排量
为 3.4 吨/吨乙醇。该公司年产 4.5 万吨燃
料乙醇项目年可利用转炉气约 3.6 亿标
立方米，这也意味着，年实现二氧化碳减
排 15.3 万吨。

在碳减排成为国家承诺的当下，持续
增长的车用乙醇汽油市场需求对燃料乙
醇的产量带来了挑战。

我国是全球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大
国，但年产燃料乙醇不足 300 万吨。 国家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 15 部委 2017 年联
合发布 《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
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指
出， 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
用乙醇汽油，基本实现全覆盖。 据预计，
未来全国的生物燃料乙醇需求量将达到
1300 余万吨。

一方面是燃料乙醇的巨大缺口，另
一方面，我国工业尾气资源丰富，钢铁冶
金（铁合金）、石化炼油、电石、磷化工等
行业每年产生 1.2 万亿立方米含一氧化

碳工业尾气，若利用 10%进行高效清洁利
用，每年即可生产燃料乙醇约 1000 万吨。

“尤其在钢铁冶金工业密集的西北、
西南地区，原料气、电、水、土地成本均低
于河北地区，用生物发酵工艺生产燃料乙
醇，优势将更加明显。 ”莫志朋表示。

据悉，首钢朗泽已在宁夏、贵州等地
与当地钢铁、冶金相关企业合作，其中首
钢朗泽宁夏公司的全球首套铁合金尾气
年产 4.5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目前已进入
单机调试阶段， 预计 2021 年 4 月投产。
“十四五”期间，首钢朗泽将以西北、西南
为重点，在全国快速推广复制，促进区域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不断降低，为实现我国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目标做出
积极贡献。

将在西部地区重点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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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启动温室气体
排放在线监测试点

本报讯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日
前发布消息称， 为进一步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积极开展碳排放核
算方法研究， 逐步提升碳排放核算
的准确性、实时性，河北省开展了发
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在线监测试点
工作。

通过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先
河环保赴多个发电企业进行实地考
察调研， 石家庄诚峰热电选为试点
企业并实施安装了 “大气碳排放监
测系统”，该系统包括一套智慧管控
平台、3 套固定污染源排口二氧化碳
监测仪、4 套厂界二氧化碳监测仪，
通过对诚峰热电厂的碳排放数据进
行监测， 探索研究并开发针对发电
行业的基于监测数据的碳排放计算
方法和软硬件系统 。 试点项目从
2020 年 11 月中旬开始实施，目前已
完成温室气体软件信息平台架构开
发 、4 套厂界分析仪安装 ， 预计在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数据调试
并上线运行。

系统建成后， 可实现碳排放核
算的实时化、精准化和自动化。 相
较物料衡算的碳排放数据 ， 本套
系统利用实时监测数据、微尺度空
气质量模型、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
析等技术手段， 建立基于监测数据
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 可进一步
提升碳排放核算数据的准确性和实
时性。 （冀小文）

青海出台省级生态
环保督察实施办法

本报讯 青海省委办公厅、 省政
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青海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省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框架、 程序
规范、权限责任、结果运用等，将为依
法开展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不断夯
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推动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制度保障。

《办法》明确了省级生态环保督察
定位， 强调省级生态环保督察作为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延伸和补充， 与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有机衔接、形成合力，
督察方式主要有例行督察、专项督察、
派驻监察。

开展例行督察时， 将组建省生态
环保督察组，督察组设组长、副组长。
督察组“一次一成立”，组长“一次一授
权”。组长由现职或者近期退出领导岗
位的副省级领导担任， 副组长由省生
态环境厅厅级干部担任。同时，为切实
减轻基层负担， 规定例行督察时间原
则上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

相较于例行督察， 专项督察更
加注重直奔问题、强化震慑，针对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落实情况，以
及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和群众反映强
烈、 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典型案例进
行督察。

派驻监察由跨区域设立的东
部、柴达木、环湖、青南地区 4 个环
境监察专员办公室具体负责， 通过
列席派驻区域各级党委政府及所属
有关部门生态环保工作相关会议、
走访问询、调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方
式， 推动督察常态化， 做到严在平
时、督在日常，突出建章立制、常态
长效。 （夏连琪 刘红）

山东超额完成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目标任务

本报讯 近日， 生态环境部办
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
合公布第四批全国环保设施和城
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
单位名单， 山东 68 家环保设施单
位列入其中。 至此，山东超额完成
国家下达的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目标任务，实现四类环保设施向公
众开放全覆盖。

2017 年 5 月环保设施开放工作
启动， 山东环保设施单位分四批纳入
全国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名单。 开放
的环保设施共分为四类， 包括环境监
测设施、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 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处理设施。

2017 年以来，全省组织四类环保
设施现场开放活动 3942 次， 参观者
14 万余人次； 线上开放活动 654 次，
参观及浏览者达 88 万余人次。通过向
公众开放环保设施， 增进了公众对生
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推动构建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行动
体系。 （陈晓婉）

工业尾气制乙醇 钢铁减排有新招
———记者探访全球首套钢铁尾气大工业化项目

■本报实习记者 齐琛冏

近年来，车用乙醇汽油正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 然而，当前我国生物燃料乙
醇近九成的原料是玉米。 近日发布的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要求，
坚持不与人争粮、 不与粮争地的原则，
严格控制燃料乙醇加工产能扩张，推进
非粮生物液体燃料技术产业化发展。

那么， 燃料乙醇和钢铁工业减排
有什么关联？记者了解到，全国唯一一
家气体生物发酵制燃料乙醇的企

业———北京首钢朗泽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首钢朗泽”）将钢铁行
业等工业尾气转化为燃料乙醇、 蛋白
饲料、天然气，年产 4.5 万吨燃料乙醇
项目， 每年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15.3
万吨。

记者近日走进河北首朗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下称 “首钢朗泽河北公
司”）的全球首套钢铁尾气大工业化项
目，一探究竟。

在位于河北唐山曹妃甸的首钢朗泽
河北公司厂区，6 个巨大的罐体比肩矗
立，管道穿梭其间。 “这里面流动的是一
氧化碳。 发酵罐里的菌体‘吃’的是钢铁
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产物为乙醇，不但反
应速度快，而且反应条件温和。 ”首钢朗
泽河北公司总经理莫志朋告诉记者。

据莫志朋介绍，首钢京唐公司的工
业尾气经过预处理后送至首钢朗泽的
生物发酵装置，经发酵、蒸馏脱水后产
出浓度大于 99.5%的燃料乙醇，同时分
离出高品质的菌体蛋白，可作为高端水
产蛋白饲料原料；产生的污水还可用于
生产沼气，再经提纯后用于生产压缩天
然气（CNG）。 整个工艺流程所产生的
废水还可处理回用，发酵尾气变成蒸汽
用于蒸馏，从而实现钢厂废气资源的综
合利用。

这样“吃干榨净”式的循环模式来
自于先进的气体生物发酵技术。 据了
解，2011 年，首钢朗泽引进世界最为先
进的气体生物发酵技术，并获得国家环
保部技术转化专项资金支持，从实验室
走向中试。 2013 年 1 月， 全球规模最
大、流程最全的 300 吨中试装置首次试
验成功，同年 8 月，项目通过国家环保

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在中试成功的基础上，首钢朗泽河

北公司全球首套钢铁尾气大工业化项
目年产 4.5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于 2016
年获得河北省发改委立项核准后，2018
年 5 月建成投产，燃料乙醇产品目前已
稳定供应河北的中石油、 中石化等企
业。 同年 8 月，国务院常务会确定钢铁
工业尾气制乙醇项目进入国家生物燃
料总体布局，并开展产业化示范。

成功运行后的大工业化项目也得
到了行业和专家的认可。 2020 年 8 月，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组织以中国工程院
院士金涌为组长的专家组对“钢铁工业
尾气生物发酵法制燃料乙醇系统工艺
集成研究及其工业化应用”在科技成果
评价会上做出结论：项目“在工业尾气
利用方面属国际首创”；9 月，北京金属
学会组织以清华大学教授胡山鹰为组
长的专家组对该项目的科技成果进行
评价，一致认为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截至目前， 首钢朗泽共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近 100 项， 其中发明专利 50
余项， 项目获得了 2018—2019 年度国
家优质工程奖。 ”莫志朋说。

能源利用效率可提升 1倍

用菌体将工业尾气“吃干榨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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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位
于浙江省湖州市
南浔区南浔镇的
浙江弗尔德驱动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内 ， 工人们正全
力生产一批发往
印度的电梯曳引
机。 近年来，“弗
尔德 ” 持续增加
科研投入 、 提升
研发能力 ， 曳引
电机节能 20%以
上 ， 产品远销东
南亚 、 欧洲等海
外市场。 目前，企
业外贸订单已排
到 4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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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日前下发《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通知》。 《通知》明确主要目标，
到 2035 年， 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将实现根
本好转，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总体形成，
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通知》提出，到 2025 年，全区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续降低，环境风险有效管控，建立较为完
善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通知》要求，环境管控单元划分，将
自治区行政区域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划

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类
环境管控单元。 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
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开发效率
等方面明确管控要求，建立起“1+3+6+N”
即 “自治区+三大片区+五个地级市和宁
东基地+环境管控单元” 的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体系。 全区总体性生态环境管控要
求，包括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
般管控单元三类单元总体管控要求。 其
中， 优先保护单元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
域，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为原则，突出空
间用途管控， 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
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确保生态环境功能
不降低。 重点管控单元主要涉及城镇和工
业园区等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且污
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以优化空间和产
业布局、强化底线约束为导向，突出污染

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不断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稳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一
般管控单元指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
控单元之外的其他区域，以生态环境保护
与适度开发相结合为主，落实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通知》要求，黄河经济带-北部绿
色发展区以黄河干流为主轴，突出生态
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 控制黄河沿岸、
湖泊湿地周边地区开发建设和生产活
动，综合整治入黄排水沟，确保重点入
黄排水沟入黄口水质持续稳定达到Ⅳ
类及以上，禁止无序过度开采沿黄地下
水资源。 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达到自治区考核要求。 加
快治理银北土壤盐渍化和农业面源污
染。 建设贺兰山东麓绿道绿廊绿网，修
复矿山地质生态环境。 中部防沙治沙区

以干旱风沙区和罗山自然保护区为重
点区域， 突出生态保护和防风固沙，加
强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 综合治理退化
沙化草原，巩固防沙治沙和荒漠化综合
治理成果。 以清水河中下游、苦水河上
中游等干支流为主线，控制河流纳污总
量。 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限制发展高
耗水工业，逐步“还水于河”。 南部水源
涵养区以南部黄土丘陵区和六盘山自
然保护区为重点区域， 突出生态保护、
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保护森林资源和
生物多样性，强化六盘山生态功能区保
护与建设。 各地级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全
区和三大片区管控要求，在识别区域主
要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区域发展需求的
基础上，细化本行政区域“三线一单”成
果，制定市级管控要求和具体管控单元
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周一青）

宁夏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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