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水环境
质量整体稳定。

▲持续推动生物多样性，构建复合生态
系统。

——从四条特色路径看滨海新区打造“双碳”先导示范区
加快绿色发展 滨城“碳”路先行

——牢固树立绿色理念——

——大力推广绿色能源—— 初秋，从空中俯瞰滨城，在蔚蓝的大
海边绵延铺展出一块织锦，林地、湿地等
深深浅浅的绿，构成城市发展的底色。

近年来，新区围绕最大限度发挥生
态系统固碳作用，提升碳汇增量，大力推
进“871”生态工程建设。对标国家级湿
地自然保护区标准，加强北大港湿地保
护修复，蓄水面积增加至149平方公里，
有水湿地面积增加到240平方公里。加
快实施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加强
海岸线保护修复，加大郊野公园、街心公
园建设力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39.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2.8平方
米。

如今，绿色生活方式已渐成滨城时
尚。在人们身边，绿色建筑正在助力“双
碳”目标的实现。

中新天津生态城最近又多了一个网
红新地标——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
这是天津市首个认定的“零碳”建筑示范
项目。

这座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大型
建筑，主要能源来自于“一天一地”。在
屋顶，2200平方米光伏发电板带来了源
源不断的太阳能资源；在地下，44口120
米深的地热井带来充足的地热能资源。
除此之外，通过绿色产能、灵活储能、按
需用能、智慧控能、高效节能等多技术叠
加和系统集成，整个建筑的能耗情况可
实现全方位监测和协调，最终达到“零
碳”运行目标。

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主要为居民
和企业提供不动产登记服务，年均办理
业务2万余件、服务5万人次。据测算，
该中心每年可节约17.2万度电，能源自
给率达112%，与普通节能建筑相比，再
节能45%以上；同时通过有效降低能源
消耗，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9吨，相
当于种树3000棵。

在几公里外的生态城惠风溪智慧能
源小镇，一座零能耗小屋早已开启了智
能低碳生活，一条语音指令即可遥控室
内顶灯和电动窗帘，一键触摸便可实现
对家用电器的远程操控。

小屋采用“被动房”节能技术和材
料，建筑能耗水平较国家标准降低85%
以上，在光照条件较好情况下，小屋光伏
系统日发电量超过80度，在满足自身使
用的同时，还可实现余电上网，成为区域
分布式电源。
这些应用场景都是新区低碳地图中

的生动坐标。近年来，新区大力支持和
鼓励绿色建筑技术研发、示范与推广，努
力在中新天津生态城、于家堡响螺湾和
空港经济区打造绿色建筑样板区域。新
区围绕推进绿色低碳消费，积极推行绿
色交通、低碳出行；大力发展轨道交通，
B1、Z2、Z4线加快建设；大力推进海铁
联运“公转铁”模式，提升港口新能源和
清洁能源应用比例，天津港30个专业化
泊位完成岸电建设，港口作业船舶100%
使用岸电；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
度，建成各类汽车充电桩5460个，投运
新能源公交车862辆，占比达到45%；持
续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全部完成
5.5万户冬季清洁取暖，散煤治理任务，
减污降碳成效显著。
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
绿色理念、绿色能源、绿色产业、

绿色城市，正是通往“低碳”滨城的
四条现实路径。一幕幕生动火热的
实践场景，勾勒出美丽滨城“碳”出
新路的绿色未来。 （撰文/陈璠）

能源活动是碳排放最主要的来
源。大力推广绿色能源，成为碳达
峰、碳中和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滨海新区持续围绕减煤降碳，大

力推行非石化能源替代，降低能源消
费总量。“十三五”期间，新区一次能
源生产总量4910万吨标准煤，比2015
年减少309万吨标准煤。
寻求低碳转型的路径，要让存

量企业碳排放做“减法”，低碳绿
色企业做“加法”。为此，新区强
化统筹规划，综合利用关、停、限、
降等手段，持续减少煤炭和燃油
消费总量，同时不断提升绿色能
源和新能源比例，加强能源综合
管理、智慧管理，着力做好固碳文
章，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在经开区南海路145号，一栋高

大的灰色建筑矗立在路边，这是诺和
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天津生产
厂（简称“诺和诺德”）。作为一家深
耕滨海新区多年的跨国企业，诺和诺
德通过多种途径探索“循环零污染”，
目前天津生产厂已成为其全球工厂
中能耗最低的工厂。
走进诺和诺德办公区，大屏幕上

跳动的数据实时显示着厂区用电、用
水等能源消耗情况。记者看到，此时
的月时段用电量比去年同月相比下

降了15.21%。通过这套能源管理系
统，工作人员可以进行数据比对分
析，实现精细化管理。
“2019年，诺和诺德制定了新的

全球环境战略，也就是‘循环零污染’
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对环境的
零影响。”诺和诺德全球副总裁兼天
津生产厂总裁尼尔森告诉记者。
这意味着什么？他解释：“我们

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可循环的公司，具
体到诺和诺德在滨海新区的生产厂
来说，就是要实现生产活动对环境的
零影响。与此同时，还要实现可循环
的供应链，即我们的关键供应商和产
品都要实现对环境零影响。”
作为一家胰岛素生产厂，诺和诺

德天津生产厂在2015年实现了100%
绿色电能的使用。近年来，随着更多
节能项目启动，企业的产量持续攀
升，但单位用电量却在减少。“去年，
我们减少了9%的电力消耗和27%的
水消耗。此外，我们力争实现绿色电
力和绿色工业用蒸汽的直采，希望借
此支持区域经济向碳中和的整体转
型。”尼尔森说。
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

新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25.9%，超额完成了预期目标。“十四
五”期间，新区将继续围绕七项重点
内容，全面推动碳排放水平下降。

一是“关”。2022年底前完成主
力电厂十五公里半径内28台燃煤锅
炉改造关停工作；2024年底完成4家
企业自备电厂燃煤锅炉改造关停工
作。
二是“减”。24家规上工业企业

用煤每年压减10%，同时，依托天津碳
排放交易所，探索用能权（用煤权）交
易。
三是“限”。深入开展“两高”项

目大起底、大清查，坚决遏制“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严控增量，加快存量
改造升级。
四是“降”。推动能耗双控分解

试点，确保2021年新区增量控制目标
96万吨标准煤，能耗强度下降 4%。
“十四五”期间能耗下降不低于“十三
五”水平。
五是“节”。推动公建机构合同

能源管理，开展园区综合能效提升改
造试点，狠抓工业等重点领域节能，
严格能源审计、能耗在线监测等制
度，大力推进清洁生产。
六是“固”。积极推动燃煤电厂、

化工厂二氧化碳捕集，海上、陆上油
田开展二氧化碳驱油封存，力争“十
四五”末固碳规模达到百万吨级。
七是“汇”。着力发展森林、草

地、耕地、湿地、海洋、土壤的碳汇产
业及相关的碳金融产品的开发。

随着能源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
型，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对降碳减排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滨海新区大力
发展锂能、风能，推进氢能、冷能高效利
用，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绿
色技术支撑，努力创建低碳循环发展示
范区，助推绿色低碳产业引领全国。

除了发力常规新能源，还需打开更具想
象力的空间。新区把目光投向了氢能。就
在前不久，我市首批5辆49吨氢燃料电池重
卡在天津港保税区正式交付使用。

据了解，这批车辆所搭载的110kW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全部由天津新氢
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该公司是由京
津两地企业联合在临港氢能产业示范区
合资成立的一家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
公司。目前，该企业已联合杭叉集团率
先在全国实现了3.5吨级燃料电池叉车
的量产，并完成了全国首批100台氢燃
料电池叉车的生产。

此次氢燃料电池重卡的交付标志着
新区氢能产业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同时
对促进氢能源开发应用及实现“双碳”目
标亦具有重要意义。

在大港，最近天津石化公司炼油部
首套燃料电池氢项目也上紧“发条”，奋
战正酣。该项目自今年4月中旬开工以
来，已经完成主要容器、压缩机的安装和
管线铺设工作，目前正在进行电器设备
安装及部分设备调试。该项目完成后，
可为6座1000公斤/天加氢站供氢。这
标志着天津石化以工艺尾气、火炬气回
收氢为核心的“蓝氢”示范项目正全力推
进。

8月末，滨城再传好消息。京津冀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被国家五部
委联合批准为首批示范城市群，滨海新

区位列其中。示范城市群可聚焦优势企
业，探索经济可行的整车示范推广模式，
逐步形成规模效应，促进氢燃料汽车产
业链企业做优做强。
……
连番布局背后，是对自身资源禀赋、

发展前景的清晰认知。
“目前，新区正积极推进太阳能、风

能、氢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发电，
推进盐光互补、海上光伏、绿色智慧能源
等示范项目建设，构建风光储智能微电
网系统，预计‘十四五’末总装机容量达
4910 兆瓦，比‘十三五’时期增长 2.5
倍。”新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到“十
四五”末，新区新能源产业产值将从600
亿元增长到1100亿元。“新区将重点推
动风电、光伏、氢能、冷能、储能、固碳及
相关装备制造和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依
托中环、明阳等光伏、风电装备制造业，
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围绕临港氢能产
业园做大做强氢能产业；推进南港、南疆
LNG冷能产业园建设；发挥力神等锂离
子电池企业优势，在储能领域占领先机；
依托北疆电厂、华能IGCC及大港油田、
渤海油田试点推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技术（CCUS）发展。”

▲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成为天津首个
“零碳”建筑示范项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一场广泛
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正在
到来。主动求变、敢破敢立，方能抓
住通向绿色未来的关键。最根本的
变革是在理念观念上，要摒弃粗放式
发展，用绿色低碳倒逼转型，进一步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作为我国三大经济圈之一、也

是人口最密集的环渤海区域，大部分
省市产业结构基本以煤炭、钢铁、石
油石化等重工业为基础，是我国重点
减排区域。这一区域‘双碳’战略的
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全国‘双碳’目
标的实现。”滨海新区环境创新研究
院碳中和研究所所长程海鹰接受采
访时表示：“滨海新区位居环渤海经
济区域核心位置，应充分利用独特的
地理与产业优势、充分发挥新区创新
示范试验功能，在‘双碳’赛道中，担
当起‘领跑者’的责任与使命。”
他认为，“十四五”期间，新区应

积极创建全国碳中和产业中心，有效
支撑天津在区域实现“双碳”目标过
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滨城港产
城融合、推进“双城格局”发展，为环
渤海经济圈乃至全国探索形成实现
碳中和“政产学研资”协调、全面发展
的好经验、好模式，这对于实现国家
高质量发展和2035愿景目标具有重
大引领与示范意义。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从何处发

力？结合新区能源、产业特征及社会
发展实际，程海鹰建议，着重在体现
“滨城特色”的两个方向推动，实现全
国示范。
一方面，实现煤炭的清洁低碳替

代，即面向“多元化、清洁化、零碳化”
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是一条根本途
径。“天津石油产量在全国位居第一，

燃油消费基本饱和。天然气作为清
洁、低碳能源，是高碳能源向可再生
能源过渡阶段的最佳替代品种。在
这方面，滨海新区早已超前布局，全
国最大的进口LNG接收中心正在加
紧建设。新区应充分发挥优势，打造
国家级天然气/LNG全产业链低碳产
业集群，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扩大
可再生能源开发，构建多元能源供应
体系。”程海鹰说。
另一方面，滨海新区作为全国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先行先试
重任。新区应全力争取国家相关政
策与资金支持，探索制定绿色产业政
策体系，落实探索低碳激励性政策，
提高行政效率，为“绿色产业开绿
灯”，重点培育、支持一批绿色示范产
业，引导全区产业健康、绿色、高质发
展。他举例：“比如，在降低高碳能源
消耗以减少排放的同时，对于消费末

端已产生的二氧化碳，新区在探索工
业固碳方面具备良好基础。新区地
处渤海湾盆地中心，石油产业发达，
拥有就地捕捉封存二氧化碳的便利
地理与地质条件，具备低成本技术优
势，建议新区大力推动对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CCUS）等关键核心技术的
研发和技术示范,增强工业固碳能力，
打造全产业链示范的‘滨城样本’。”
变革已在悄然发生。在新区，大

到产业链条构建，小到生产环节升
级，采用绿色低碳的新思路、新手段，
进行深度融合或颠覆性重塑。还有
每一个普通人的努力，从垃圾分类、
节约用水，到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绿
色理念融入千家万户日常生活，变成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自觉行动。
滨海新区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

人参与的减排降碳良好氛围，凝聚起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强大合力。

——全力建设绿色城市——

——积极发展绿色产业——

▲生态城零能耗小屋。

▲天津港打造全球首个零碳码头。

▲“童乐享假期·社区小讲堂”系列活动
走进社区。

▲垃圾分类成为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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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碳达

峰、碳中和首次被写

入国务院政府工作

报告，开启了中国

“双碳”新征程元

年。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进入以降碳为

重点战略方向、推动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实现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由量变到质变的关

键时期。

滨海新区坚决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按照市委、

市政府部署要求，以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劲头，在节能降碳

工作中当先锋、打头

阵，努力打造“双碳”

先导示范区。

新区明确提出

“双碳”目标——到

“十四五”末，实现

“全面达峰，局部中

和”。新区将保持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不

变，严格落实市委、

市政府达峰时间和

工作要求，同时结合

新区现状，谋划在有

条件的开发区、社

区、产业园区提前实

现局部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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