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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绿色镇江
产业强市”公众号

2018国际低碳（镇江）大会日前
圆满落幕，会上低碳发展“镇江指
数”连续第三年发布。这个以“镇江”
命名的低碳发展指数，背后是镇江
锐意改革创新，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创造出的低碳发展镇江经验。发布
指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称，“镇
江指数”提供了开展城市低碳发展
评价的标尺，并且正在创造国际低
碳通用语言，致力扩大低碳发展的
中国影响力。

此次发布的低碳发展“镇江指
数”，由低碳发展理念、低碳发展水
平、低碳发展进展、低碳发展管理等

4大类和峰值目标、低碳规划、单位
GDP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单位能源
碳排放、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等16个
指标构成。在发布“镇江指数”的同
时，徐华清也对镇江低碳发展作出
了初步诊断结果，希望镇江低碳城
市建设还需从构建低碳产业体系、
优化能源结构、控制大气质量等方
面重点推进。

自2012年被国家发改委列为全
国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以来，我市
在基础设施建设、低碳理念普及、模
式路径创新等方面均走在全国前
列。据了解，镇江的低碳发展经验，
被业内专家提炼而成三个字：

“新”——镇江在国内低碳领域
敢为人先，创造了多项第一，确定了
具有先进性的2020年峰值目标，在
全国首创了“镇江低碳城市建设管
理云平台”，打造了国际低碳大会，

探索从市场需求侧入手引领绿色发
展的新模式。

“全”——镇江的低碳转型不是
一时一事，而是涵盖了城市管理、规
划布局、低碳技术、目标机制、低碳
产业、森林碳汇、低碳建筑、低碳能
源、低碳交通、能力建设方方面面，
开展的低碳发展“九大行动”是值得
在其他城市复制推广的低碳发展
经验。

“成”——“十二五”期间镇江市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积下降
29.1% ，单 位 GDP 能 耗 累 计 下 降
23.78%。镇江在城市低碳发展、环
境协同治理、低碳技术发展、落后产
能淘汰等各方面的显著成效可以成
为向全国推广的样板。

“镇江指数”自然融入了镇江的
实践经验。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

际合作中心，在研究低碳发展“镇江
指数”时，将镇江发展经验作为重点
参考，尤其将“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
试点示范、碳排放管理平台、低碳发
展制度创新”作为重要指标赋予较高
权重，希望借此打造城市低碳领域的
领军城市，引领其他城市开展低碳体
制机制创新方面的低碳转型。

城市低碳发展涉及经济发展水
平、能源结构、资源禀赋等方方面
面，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的、统一
的、导向性的评价标准。徐华清认
为，“镇江指数”的发布，将低碳发展
成果凝练为可量化、可对比、可推广
的低碳发展指数，打造了衡量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体现低碳发展理念
的“通用工具”，帮助城市决策者抓
住低碳发展的“牛鼻子”，提供开展
城市低碳发展评价的标尺。

“镇江指数”不只局限于国内低

碳领域的应用，还创造了国际低碳
通用语言。近年来，不少业内专家
指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低碳转型过
程中，应该由“向国外学习先进经
验、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低碳发展
成果”，尽早向“打造中国低碳品
牌、制定中国低碳标准、输出中国
低碳发展理念”转变，结合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抢占国际低碳
经济转型的先机。

在此背景下，徐华清认为，低碳
发展“镇江指数”正是基于我国低碳
试点的实践经验，为将中国的低碳
发展走向国际，构建打造的中国低
碳特色的“国际语言”。“相信未来使
用我国低碳发展‘镇江指数’进行评
估的国家和城市会越来越多，中国
低碳发展的理念和价值导向也越来
越能够得到认可和推广。这有利于
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连续第三年发布，试点经验成示范

“镇江指数”：城市低碳发展的通用语言
本报记者 陈志奎 本报通讯员 朱华

持续上升的机动车保有量，
令通衢大道瞬间变得拥堵。每逢
节假日，机动车在路上趴窝的图
片频频刷爆朋友圈。相比燃油汽
车，驾驶电动汽车远行，面临的
纠结更多。“电池电量还够不够”

“最近的充电桩在哪里”“充电会
不会耽误赶路”……种种焦虑困
扰着电动汽车驾驶者，并不断成
为电动汽车一族吐槽的热点话
题。

电动汽车技术更新迭代加
速，出门远行电量充足并无大
碍。但长途尤其高速公路遭遇的
堵车，则让电动汽车的驾驶充满
了不确定性。“进不得，退不去，
眼里看着电量，心里直发慌。”有
驾驶者直言，堵车时，生怕电量
不足，“就连空调都不敢开，遭
罪！”更有市民在本地论坛现身
说法，路上发现电量不够，找充
电桩，发现充不上，“还差800米，
只差800米！百分之十几的电唰
地黑掉了！立马停马路上了！”

自新能源汽车诞生以来，续
航里程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
国家相关部门也在今年出台的
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中，对
续航里程进行倾斜，政策分档更

加细化。以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标
准为例，对纯电动乘用车续驶里
程的分档由原来的3档增加为5
档，且补贴门槛的最低续驶里程
从100公里提升到150公里。市经
信委相关人士介绍，“国补”政策
明确续航里程在150公里以下的
车型，将不会拿到任何补贴。“更
为严格的补贴标准，为汽车企业
设立了更高的技术门槛。”

在竞争趋于白热化的市场
中，如何获得更多支持，分享更
多蛋糕，车企也积极应对，致力
优化电机、电池和电控系统，提
升电池能量密度，提高续航历
程。事实上早在新政策出台后一
个月，今年3月，北汽就同步推出
了北汽EX360，其续航里程达到
360公里。但技术前进的步伐没
有丝毫停歇。北汽镇江公司生产
技术部产品技术科有关人士告
诉记者，北汽新能源不久前上市
的北汽EU5，最大续航里程突破
500公里。这标志着纯电动汽车
续航里程将迎来“400+”时代。

除了增加电动汽车的续航
里程之外，建立分布广泛、使用
方便完善的充电桩和充电站也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市发改委相

关人士表示，指导“十三五”的
《镇江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业已出台。规划指出，
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电动汽车
发展趋势，将形成布局合理、适
度超前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满
足电动汽车快充、慢充等多方面
服务要求，形成多层次现代高效
的城市充电网络，为电动汽车的
大规模推广提供基础。此外，遵
循协调统筹、满足规划的原则，
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整合相
关规划、实现资源共享，将布局
规划与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场、
加油站及地下空间等专项规划
有机结合。

规划仅仅是确立方向和搭
建框架迈出的第一步。有业内人
士表示，目前建立充电站不能不
考虑其相对较高的建设成本。

“一座直流充电桩造价就达到几
万元，正常充电站需要配建几座
这样的充电桩。并且，它不像加
油站一样可以快速建立，往往需
要半年才能建起来，对周边电力
设施以及电压、电网的要求相对
更高。”

根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我
市累计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3000多辆、折合成标准车2万多
辆，对充电桩的需求正不断加
大。为此，全市要加大在公共场
所规划建设充电设施的力度，同
时还需要更多部门参与进来。

根据省住建厅相关文件要
求，今年我市住建部门将部署推
进建筑小区内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事宜。今后，所有新建居
住小区车位，必须为充电设施预
留空间，且按照一定比例的车位
数完成变压器、低压开关柜、低
压电缆分支箱以及电缆的建设。
否则建成后，相关部门一律不予
验收。业内人士认为，这将为推
动电动汽车走进千家万户，解决
充电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讯“以往公交车经过，
声音轰隆隆，屁股后面还会冒黑
烟，现在到处都是新能源车，再
也不用捂着鼻子从公交车旁经
过了。”这样的经历，是很多常坐
公交车市民的共同心声。从2015
年起，我市公交部门开始购置新
能源公交车，截至目前，市区新
能源公交车已达到600辆，占公
交车总数的 46.4%。其中油电混
合公交车282辆，占公交车辆总
数的 21.8%，纯电动公交车 318
辆，占公交车辆总数的24.6%。

近年来，市区公交不断加快
车辆更新换代步伐，推动“低碳

公交、绿色公交”工程建设。市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凌建锋
告诉记者，纯电动公交车采用电
力作为能源，是真正的零排放。
采用新能源车后，公交车尾气排
放大为减少，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和环境。今年 1—6月份，纯电动
公交车共行驶2986.9万公里，减
少柴油消耗约8960.7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27912吨。“油电混合
动力公交车采用制动能量回收
等技术，刹车时能将车辆动能转
变成电能，柴油消耗比传统柴油
公交车每百公里减少3升左右，
二氧化碳的排放也相应减少。”

记者了解到，采用新能源车
后，公交车的能耗显著降低，纯
电动公交车采用电力作为能源
后，车辆的电耗成本比柴油和
LNG（液化天然气）都有所下
降。今年上半年，新能源公交车
（油电混合）共减少 LNG 消耗
748 吨，增加电力消耗 343.1 万
度，车辆能耗成本显著下降。

凌建锋介绍，新能源公交车
使用后，据初步测算，每年每辆
新能源车可节约燃料成本 1.5
万元-3万元。与此同时，市区公
交报废了全部国Ⅱ排放的柴油
黄标车，减少了车辆污染排放。

在引进新能源公交车的同
时，市公交公司与相关单位合作
新建了一批公交充电站，保证纯
电动公交车的充电需要。目前，
公交公司现有充电站 11处，包
括南徐、官塘、丹徒、焦山、公交
科技新城东园、北汽公交站等，
各类充电桩 94只，总功率达到
15780千瓦，为纯电动公交车的
应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了解，根据省政府发布的
《江苏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有关“加快
车船结构升级，推广使用新能源
汽车”的要求，未来3年，我市公
交计划淘汰现有柴油公交车
383辆，购置 500辆新能源公交
车，继续大力发展“绿色公交”建
设，使市民出行更舒适更低碳。

（记者 曾海蓉）

宝华山“三化造林”
初见成效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宝华山管委
会获悉，以“彩色化、珍贵化、效益化”
为原则的宝华山“三化造林”初见成
效，该项目一期投入资金约176万元，
植树 15000棵左右。目前，山林道路
两侧新植树苗舒展枝叶，不仅为秋天
的宝华山增添了色彩，也为游客提供
体验山林景观和生态环境的场所。

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植物种类丰
富，仅宝华山自然保护区就有种子植
物105科、421属、714种。江苏被国家
列为等级保护植物共11种，宝华山就
有秤锤树、琅琊榆、明党参、宝华玉兰
等 6种，是江苏省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重要区域之一。但宝华山也存在上山
道路两侧行道树不整齐、季相变化不
明显的问题。持续推进珍贵与彩色树
种造林，可以实现宝华山森林公园景
区绿化与“珍贵化、彩色化、效益化”有
机统一，可提高森林涵养水源、防止水
土流失、净化水质的功能，全面提升宝
华山森林公园的综合生态景观质量，
提高森林的生物防火功能和抗御病虫
害的能力。

此次的“三化造林”以保护核心区
生态功能、维护生态安全为根本目
的，坚持把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推动
森林公园景观、经济、生态可持续发
展。共分为“道路两侧补缺、重要造
林节点营造、林窗林缘补植、林下补
植耐阴树种、废弃宕口复绿”5种类
型，优先选用宝华山特有树种、国家
珍稀保护植物。一期项目预计 11月
完成，目前已栽植宝华玉兰、枫香、鹅
掌楸、银杏、青冈栎、冬青、女贞、桂花
等树种，逐步形成春夏观花（宝华玉
兰、樱花）、秋冬观叶（彩叶树种、常绿
树种）的季相景观。（司马珂 胡雅洁）

控制过往船舶污染排放

交通海事重拳整治
船舶水域污染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交通海事部
门获悉，由于近期在全省地表水和饮
水源达标检查中，苏南运河镇江辛丰
段水域断面氨氮含量超标，市地方海
事部门从船舶污染环节入手，严格控
制过往船舶垃圾、生活污水等污染物
的排放，全力保障该断面水质达标，实
现省控目标。

交通海事部门表示，为做好全省
地表水国省考断面达标和饮用水源地
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他们已在苏南运
河镇江辛丰段上下游划定200米船舶
禁停区，设立“禁止停泊”警示标志，以
大运河镇江段实施全程电子监控为依
托，对未按规定安装和使用船舶生活
污水处理装置、向航道内乱抛包括船
舶垃圾、建筑垃圾、砂石在内的废弃
物、违规排放油污水和生活污水、违法
载运和转移固体废物、未按规定实施
封仓、在禁停区停泊等行为予以查处。

同时，为船民提供水上垃圾转送
方便，交通海事新建一艘多功能船舶
污染物收集专用船，用于船舶垃圾回
收处理。 （曾海蓉 郑伟）

专项巡查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行动启动

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于
10月 22日至 11月 2日，开展 2018年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对36个
重点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
列市），以及上次督查时进展缓慢的一
些城市进行专项巡查。

中国6市成为
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近日，国际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
约方大会在迪拜举行，宣布了全球首
批18个国际湿地城市。中国常德、常
熟、东营、哈尔滨、海口、银川入选，占
入选城市的1/3。

合规企业重污染天气
停限产可豁免

日前，《江苏省秋冬季错峰生产及
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停限产豁免管理
办法（试行）》出台，明确污染排放水平
明显好于同行业其他企业或者涉及重
大民生保障的企业，在确保符合环境
管理要求和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在我
省执行秋冬季错峰生产计划时，免予
执行停产、限产，或者在重污染天气应
急管控过程中，原定预警响应级别要
求停产的，免予执行停产，按照最低限
产比例执行限产。 （整理 朱婕）

扬中开展涉水建设项目整治
重点整治沿江货场、小码头

本报讯 连日来，扬中市水农部门
对涉水建设项目进行详细排查，结合
长江扬中段岸线保护和利用专项检查
行动，重点对沿江货场和小码头进行
整治和取缔。经详细摸查，乱占乱建
涉水建设项目共 117处，目前已经核
实111处。

据了解，在已核实的 111处涉水
建设项目中，位于长江河道主江侧的
为 34处，夹江侧的为 77处。其中，公
益性建设项目有28处，单位企业类建
设项目23处，货场码头类建设项目11
处，水产（畜牧）养殖、农庄类 44处以
及房屋 3处、酒店 1处、浮吊 1处。截
至目前，当地已经取缔了全红河货场、
华扬货场等 2个黑货场，对李孝法货
场、江侠建材有限公司和鹏展材料经
营部等3家货场进行立案查处。

在扬中长江河道水利工程管理范
围内，当地还排查出29起固体废弃物
乱堆乱放案件，通过整治已清除 27
处，另外 2 处目前正在立案查处中。
扬中水农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据
省水利厅《关于全面开展固体废弃物
大排查的通知》，他们近期又进行了新
一轮的核查工作，在各镇区骨干河港
周边，排查出了 9起固体废弃物乱堆
乱放案件，截至目前已清除8处，另外
1处已经制定整治计划，将于年底前
完成。 （范永贵 朱婕）

堵车易充电难，续航里程仍焦虑

电动汽车何以“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 陈志奎

市区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近五成
上半年减少柴油消耗约8960.7吨

集“光、储、充”一体的电动
汽车充电桩群。 张斌 摄

风光旖旎的西冯村 王军 摄

南山绿道 石小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