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多数人尚未看到碳达峰、碳中和
的政策风向， 摸到碳减排的机会窗口
时，凯盛安徽天柱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天柱科技）已经凭借自主研发
的薄膜太阳能平面发电瓦，拿到了安徽
省第七届工业设计大赛金奖。

在天柱科技的产品展示区，除了平
面发电瓦，还有曲面发电瓦、发电墙砖
和发电地砖，且颜色多彩，红、黄、蓝、灰
都有。 这些彩色样品，可以根据客户的
要求调整工艺，满足建筑物的个性化色
彩需求，部分色彩已经有了现实的场景
应用。比如，河北魏县君恒药玻 2000 平
方米的幕墙，采用的是黑色和银灰色混
搭的发电墙面 ； 蚌埠中恒公司车间
4000 平方米的黑蓝搭配的发电外墙 ，

太阳能发电功率达 600kwp； 正在改建
的蚌埠市委党校新校区，也计划在建筑
屋面启用发电瓦、发电墙砖。眼下，天柱
科技正在给中央党校设计发电瓦和发
电墙砖等智慧新能源设计方案。

此外，天柱科技借力自身的智慧新
能源及光电建筑一体化技术，自主研发
的零排放生态房屋，也以零能耗、零水
耗、零排放的生态优势和不接市政网线
的便利，在淮河文化广场和高铁南站西
广场以“蚌埠公安综合警务站”之名体
现“优越感”———自供电、自供水、治黑
水、零土建、可移动，被人们形象地称为
自生水电的零排放房屋，充满未来感的
建筑首次在蚌埠市真正市场化应用。

……

基于经济结构、经济产出、能源结
构、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城镇化率等主
要相关因素，结合建筑领域碳排放情况
和碳达峰情景预测的初步研究，蚌埠市
提出依托薄膜太阳能产业加快建设光
电建筑示范城市、推动实现气候变化控
制目标的设想。

经有关部门测算，蚌埠地区 1MW
光伏电池年发电量为 117.8 万 kWh，根
据安徽万千瓦时耗煤 4.26 吨原煤标准
计算，年节省原煤 501.8 吨。 如果蚌埠
未来 5 年加大建筑薄膜光伏系统推广
力度， 推广光电建筑 4000 万平方米以
上，安装建筑薄膜光伏组件 200 万平方
米以上， 装机容量约 400MW 以上，年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将达 35 万吨以上。

一般来说， 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强
度、 人口规模的增大和城镇化率的加
快，与碳排放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测算数据显示 ，2010 年到 2019
年，蚌埠市 GDP 由 636.90 亿元增长为
2057.17 亿元，碳排放量也由 2010 年的
1000.6 万吨增加到 2019 年的 1292.74
万吨， 增长 29.27%。 与此同时， 单位
GDP 碳排放量由 1.567 万吨/亿元降为
0.628 万吨/亿元，下降比例为 59.92%。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经济发
展驱动因素，还与城市低碳转型、绿色
发展有关。 在这方面，可以说蚌埠下了
一盘绿色“先手棋”。

自从蚌埠逐渐明确“创新之城·材
料之都·制造高地·幸福蚌埠 ”的城市
定位 ，创新发展 、绿色制造便成为全
市上下跨越发展的关键词和一致行
动 。 特别是硅基和生物基两个 “双千
亿 ”产业逐渐齐头并进 、并驾齐驱 ，以

分布式能源和聚乳酸制品为代表的
绿色制造 ，为化石能源替代提供了强
劲支撑。

硅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产业是
蚌埠市重点培育的两大主导产业，光伏
产业、聚乳酸产业分别是硅基和生物基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快，蚌埠“双
基”产业将在前期的技术创新优势和产
业集聚基础加持下， 实现井喷式增长，
带来更为可观的减碳效应———

2021年 4月 13日 星期二区域风采8

�� 今年 22月，，蚌埠市发改委联合中国节能协会完成对全市碳排放情况及达峰情景预测的初步研
究，，认为蚌埠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逐步脱钩的向好趋势。。

今年 33月，，蚌埠入选省级能效引领示范城市，，承诺把绿色发展示范创建工作作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长期目标的重要途径，，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作为全市减排降碳的牵头部门，， 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已启动温室气体排放清
单的摸底调研工作，，明确了蚌埠碳达峰行动方案、、应对气候变化及““十四五””
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等政策性文本的编制““时间表””。。

与此同时，，关乎减排降碳的产业结构调整、、清洁能源替代、、
森林碳汇增长等方面的政策举措，， 也为蚌埠

地区的碳达峰、、碳中和做出路径指引。。

按照 1MW 光伏发电系统出厂价
350万元、 光伏盖板玻璃成本 15%即 53
万元测算， 每百亿元光伏玻璃年出货量
可建设光伏电站 18868MW，年可节约原
煤 946.8万吨。按照丰原集团公司测算的
2.7吨玉米可提炼转化 1吨聚乳酸、生产
1吨石油基塑料需要石油约 5吨、1吨聚
乳酸可代替 1吨石油基塑料计算，生产 1

吨聚乳酸可代替石油约 5吨。
目前， 蚌埠市围绕省级硅基新材料

基地建设， 依托中建材玻璃院、 凯盛光
伏、海控三鑫等龙头企业，大力发展以光
伏产业为代表的硅基新材料产业，2020
年规模近 600亿元。到 2025年可望突破
1000亿元， 光伏玻璃年出货量将达 5亿
平方米， 可以满足全国全球光伏装机规

模 5 万 MW， 减少原煤使用 2500 多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600余万吨。

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生物基新材料
中心的蚌埠生物基产业， 到 2025 年聚
乳酸生产规模将达到 180 万吨，替代石
油基塑料减少原油生产 540 万吨，相当
于标煤 770 余万吨，助力全国全球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 2000 万吨。

一方面，城市发展需要消耗能源，
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另一方面，难以
预估的温室气体效应被日益关注和重
视，全球呼唤减量化。 “两害相权取其
轻”，推动实现碳中和势在必行。

对照发达国家已经实践检验过的
碳减排路径，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
调整、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 单位
GDP 能耗下降、碳市场建设、增加森林
碳汇，都是值得借鉴的突破口。

从蚌埠市已经出现的碳排放与经
济增长逐步脱钩的向好趋势看， 谋划
构建“三地一区”两中心的蚌埠，早已
通过一揽子“绿色行动”为打造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埋下伏笔———

来自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的信息显
示，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
来，蚌埠市在能源、工业、交通、建筑、
农业等领域开展了包括电厂超低排放
改造、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和提升、
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和提标改造 、
民用散煤整治、老旧车辆淘汰更新、秸

秆禁烧等一系列工作，让城市“气质 ”
更好、 蓝天更多———这是人们肉眼可
见的能源减排。

来自蚌埠市经信局的信息显示 ，
近两三年累计培育省级绿色工厂 16
户、国家级 9 户；推进企业节能技术改
造，56 个改造项目减少煤炭消费量 15
万吨/年，2019 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下降 2.29%———这是全市工业绿色发
展转型的缩影。

来自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
信息显示，全市在“十三五”期间累计
完成成片造林 16.46 万亩，完成森林抚
育 54.54 万亩，城市建成区的绿化覆盖

率如今已达到 42.73%， 森林覆盖率达
20.75%，绿地率达 37.8%，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14 平方米———这是增加碳汇
总量的最好注脚。

来自 3月 12日 “世界单体规模最
大薄膜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示范项目”
新闻发布会的信息显示 ， 单体规模
10MW 的 BIPV 项目， 从去年 2 月 28
日至今年 3月 1日一年间，累计发电超
过 1100万千瓦时，收益约 900万元。 若
按运营时间 25年计算， 该项目累计收
益约 2.2 亿元， 节约燃煤约 11.7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6.5 万吨———这
是蚌埠为建筑减排打出的“样儿”。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安徽雪郎生物基产业技术有限

公司———可降解塑料袋生产线。
凯盛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线。

聚乳酸发泡餐具。 中国玻璃新材料科技产业园内有多家科技

创新型企业。

张公山桥东游园。

龙子湖。

在万华禾香板业(怀远)有
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展示以
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生产无甲

醛生态秸秆板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