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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

如何绿色回收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一叶染就万山红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范绪国 安献锋

绿色聚焦
生态走廊生态走廊

河北赞皇把生态旅游作为拉动县域发展的“牛鼻子”，积极创建国家级生态县——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建筑垃
圾急剧增多。如何做好这部分垃圾的回收利
用，让很多城市管理者头疼不已。然而，在“山
西经济第一县”山西省孝义市，建筑垃圾却做到
了零排放。

在孝义市高新科技产业园区门口，一辆辆
装载着废弃混凝土等建筑垃圾的运输车正鱼贯
而入，停靠在科尔峰建筑垃圾再利用公司的车
间附近。走进车间，只见由废弃混凝土粉碎加
工而成的再生骨料通过自动传输系统，进入混
凝土搅拌机头中进行搅拌，再经过双向液压成
形、自动灌浆、自动脱模、高温养护、包装⋯⋯仅
需 8 个小时后，一块块美观耐用的再生砖便新
鲜出炉了。

“废砖块、砖渣、废泥、废水泥块和土块等都
是我们的宝贝。”科尔峰公司负责人那海峰指着

“垃圾山”告诉记者，该公司投资 1 亿多元，采用
国内先进的全自动智能制砖生产线与破碎系统
分拣线装备，可以将一座座垃圾山成功“消化”，
转而制成荷兰砖、透水砖、再生砌块、干粉砂浆、
泡沫混凝土等各种透水性强、保湿效果好的环
保建筑材料，实现变废为宝。

同许多城市一样，孝义市过去对建筑垃圾
通常采用简单掩埋、堆存等办法，不仅严重侵占
土地，而且对空气、水源等产生污染，还极易引
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过去孝义有东许道相村
和小王营村两个专门的建筑垃圾填埋场，离市
区 11 公里左右，但也免不了有人趁夜色倾倒建
筑垃圾。”忆及建筑垃圾没实现回收再利用之前
的情景，孝义市城市拆迁改造管理中心主任郭
逢立很是头疼。

郭逢立告诉记者，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拆
迁面积的增加，孝义市建筑垃圾从30万、40万、
50万立方米逐年增加，2012年已经高达 100万
立方米，今年前半年就产生了70万立方米，给城
市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如今孝义市引进了山西
首条建筑垃圾“再生”生产线，每天可生产5万块
砖，年产3000万块，年可“消化”建筑垃圾120万
吨，这样一来，孝义市的建筑垃圾完全可以实现
就地处理和零排放，有效解决了当地建筑垃圾
围城、垃圾搬家和污染环境等问题。

为鼓励这一绿色循环项目，孝义市委、市政
府给予了科尔峰公司大力支持，政府承诺对产
品优先采购，并每年给予公司 60 万元的垃圾处
置费及 50万元的科技惠民工程资金。

本报作品获“杜邦杯”环境好新闻奖

本报讯 “2013 年杜邦杯环境好新闻”获
奖作品日前在北京发布，共有 89 篇作品分获年
度环境好新闻一、二、三等奖。本报记者鲍晓倩
的作品《减排力度如此之大，雾霾为啥还是多
发》获文字类二等奖，本报记者沈慧的作品《地
下水：摸清“家底”，才能对症下药》获文字类三
等奖。“杜邦杯”环境好新闻的评选活动已经进
行了 16届。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在颁奖仪式上表示，面
对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和重大挑战，新闻工作
者要一如既往地担当起引领者和助推者的责
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深秋时节，地处太行山中段东麓的河北省赞皇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记者踏上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寻找生态旅游引发蝶变的足迹。

投资2亿元，对通往嶂石岩的马嶂公路进行拓宽改造，“雄浑壮美嶂石岩——千年古县赞皇”全国摄影大赛的评奖结果即将揭晓，投资4858万元的

嶂石岩游客服务中心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一系列措施让嶂石岩景区交通更加便捷、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美誉度日渐提高。

赞皇县理性认识在环渤海、环北京经济圈发展战略中的区位特点，把发展生态经济作为拉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和杠杆，促进旅游业提档升

级、农林业优化提速、项目建设绿色发展，一个多赢和共赢的格局正在全县形成。

“哦，你来了解排臭气的吧！以前我们这
儿由于石化厂烟气脱硫脱硝措施不到位，空
气很呛人。自从环保督查进驻以后，现在基
本就闻不到臭气了。”在咸阳市渭城区长庆石
化小区，看车的王佳森大爷拉着记者讲述三
个月以来的空气变化。

王大爷所说的“环保督查”是今年咸阳
市开展“治污降霾，保卫蓝天碧水”行动的
一项“硬措施”。咸阳市今年投入 17 亿元，
确定了 10 大类 537 个大气污染防治项目。
为了加快项目“落地”，咸阳市政府从各县
市区环保局派出 35 人组成的 10 个特别督
查组。从 7 月起，自带被褥、自带碗筷，佩戴
特别督查证，常驻治污重点区域，吃住在一
线、监督在工地，全天候监督，直至治污项
目全部完工。

10 月 21 日早上八点半，在咸阳市秦都区
环保分局的会议室里，十几个环保督查正依
次汇报着前一天各项督查项目的进展情况。

“这样的碰头会我们每天都要开，督查组和环
保分局项目负责人互相交流下前一天项目的

监督情况，以便随时调整工作。”15分钟后，督
查一组组长周远波一边介绍一边带记者回到
驻地——咸阳西郊污水处理厂。走进督查一
组宿舍，三张高低床分别摆在房间的各个角
落，铺上铺着轻薄的垫子和被褥，一条绿色的
布带绑在两张高低床间，十几件半干的衣服
将这条晾衣绳压得弯弯的。而隔壁的两间办
公室也只摆放着简单的桌椅和板凳。

“其实我们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前两
个月我们住在一家造纸厂,只有一个小电扇，
我们和民工一起住工棚。”督查组组员宋永刚
告诉记者，督查员每天都在项目间跑来跑
去。刚说了两句，督查员们已经准备好要出
门去约谈一家橡胶厂了。

“ 因 为 要 算 经 济 账 ，企 业 对 锅 炉 的 拆
解、添加除尘设备等工作总是不太主动积
极，偷排现象时有发生，我们只能反复上门
督查。”宋永刚此次约谈的企业有两台 35 吨
的燃煤锅炉，需要加装除尘设备，但企业近
期正在谋划上马一台 70 吨的锅炉，两台 35
吨的锅炉是拆还是留一直悬而未决。但现

在采暖季将至，必须加快治污降霾工程的推
进，对这类进度缓慢的项目，督查组一般采
取沟通—约谈—向主管市领导报送送阅件
的流程。当天督查组在与企业进行了 1 个多
小时的约谈后敲定，企业向上级公司报送锅
炉整改办法，限期整改。

为了打好“治污降霾”攻坚战，今年以来，
咸阳市将治污降霾作为民生头号工程，市政
府与各县市区签订了《咸阳市政府全面改善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目标责任书》，咸阳市主要
领导表示，“该拆则拆、该限则限、该停则停、
该关则关。不见成效，决不收兵”。

“违规排放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常驻
一线才能及时有效发现问题。我最近打算
提交一份调研报告，总结起来就是‘态度要
坚决，措施要得力，推进要有序’，治污降霾
一定要制度化。”约谈结束后，督查一组组长
周远波向记者谈起了几个月来的感受。督
查员的感受还不止这些，“大原则不可以妥
协，但如果不讲方法、不顾实际则容易激化
矛盾，无法取得实效”。“像毕利莎药厂锅炉

提标改造项目，我们建议企业采用柴油锅
炉，既比燃煤锅炉环保，又比燃气锅炉费用
低，企业调研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并很快就
完成了锅炉更换”。

蹲守、检查、协商、约谈、处罚，环保督查
员近 100 天的努力正在变为日益显著的成效
和市民的直接感受。

截至 9 月底，咸阳市四项指标中二氧化
硫同比下降 5.8%，氮氧化物同比下降 6.0%，
化学需氧量同比下降 2.1%，氨氮化物同比下
降 2.6%。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
天数 230 天。咸阳市治污降霾重点项目中的
电厂、水泥厂除尘、脱硫、脱硝升级改造工程
实施顺利；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稳步推进；部
分涉及燃煤锅炉的企业已完成除尘、脱硫升
级改造；咸阳华西橡胶有限公司等 15 家单位
23 台燃煤锅炉已全部拆除；全市 90%的公交
车完成天然气改造，出租车全部实现油气两
用，市区已有 153 家规模以上餐饮企业完成
油烟治理。经过整合后，全市石灰岩开采企
业由 131家减少到目前 42家。

他们蹲守在治霾最前沿
本报记者 雷 婷 张 毅

生态是好牌子

旅游是“牛鼻子”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休闲，除了优美
的自然风光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天蓝、水清、空
气新鲜。”赞皇县嶂石岩景区负责人陈彦锁说。

赞皇县是全山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地形结构大体为“七山二滩一分田”，
开发时间短，经济总量偏小，人均收入水平较
低，但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开发晚、发展
慢却保存了青山绿水和空气清新的良好生态
环境，生态优势成了赞皇县最大的比较优势。

面对河北各县（市）加快发展的竞争压
力，如何把赞皇的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势？
赞皇县干部群众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靠绿色
生态取胜，不能再走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赞皇县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积
淀深厚，旅游资源“红、绿、古”兼具，具有发展
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为此该县决
定以生态旅游为发展引擎，使之成为拉动县
域发展的“牛鼻子”，创建国家级生态县，谱写
出生态文明的“赞皇样本”。

该县编写了《赞皇县生态县建设规划》、
《赞皇县创建国家级生态县“十项精品工程”、
“七项特色活动”责任分解意见》，明确了创建
国 家 级 生 态 县 的 总 体 目 标 任 务 及 建 设 重
点，将创建国家级生态县 22 项指标任务分解
落实到责任部门，以生态乡镇创建和“十项精
品工程”、“七项特色活动”为载体，全面推进
生态建设。目前，全县已创建国家级生态村 1
个、省级生态村 14 个，市级生态村 26 个，占全
县村庄总数的 18%。

国家级生态县的创建极大地促进了全县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赞皇确立了“旅游兴县”
发展战略，积极开展“旅游提档拓展年”活动，
以围绕旅游创特色、调结构、扩总量等措施，
延长产业链条、丰富旅游载体，争创“国家旅
游扶贫示范县”，打造中国旅游县。

同时，在硬件建设上，投资近 2 亿元拓宽
改造了马嶂公路，使嶂石岩景区连接京广铁
路、京深高速、京武高铁等国内重要交通干线
的行程缩短了半小时，破解了嶂石岩景区的
交通瓶颈。自今年 7 月马嶂公路竣工通车
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明显增多，国庆黄金
周 10 月 3 日一天接待的游客达 3500 多人，创
下了 1996年以来日接待游客量的新高。

赞皇还投资对嶂石岩景区进行提档升级
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投资 600 余万元，完成
了景区 6 大截潜流的水景工程，增加水面近 3
万平方米。如今高标准的嶂石岩游客服务中
心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为提高景区的知
名度，先后举办了河北赞皇“嶂石岩”杯越野邀
请赛，打造北方最大攀岩基地。

目前，该县已初步形成了以嶂石岩、棋盘
山、窦家寨、石柱山等景区为主，以黄北坪红
色文化、许亭唐相故里历史文化、秦家庄、鲍
家滩村等乡村游、采摘游为辅的“绿红古”大
旅游格局。

鼓了农民腰包

添了绿色企业

抓住旅游一根绳，牵起发展一串串。赞
皇县抓住全市大力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有利
时机，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以旅游延
伸产业链。

在槐河以南已建成 45 万亩大枣的基础
上，以打造环省会经济林圈为目标，在槐河以
北高标准建设连片 10 万亩的优质核桃科技
示范园区，集种植养殖、观光旅游、休闲采摘
和科研于一体，总体上形成了“一红一绿、两
翼齐飞”的林业发展新格局，为发展“乡村
游”、“采摘游”等旅游模式提供有力保障。该
县已初步形成了秦家庄、营里、鲍家滩等村为
重点的“乡村游”、“生态游”、“采摘游”，仅今
年就为当地农民增收上千万元。

打生态牌、唱绿色歌，项目建设也紧跟生
态县创建的步伐。“只有把环境保护好了，才
能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各种要素，
如果破坏了环境，优势丧失了，根本就谈不上发

展。”赞皇县工业区管委会主任张志强说。
赞皇在招商引资上提高绿色环保“门

槛”，在项目建设上构建起该县“绿色防护
网”，把引进高端绿色企业作为目标。在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上，招商引资从过去的“拣到篮
子里就是菜”转变为挑商拣商，凡是不符合产
业规划、产能要求、附加值低、有污染风险的
项目，都坚决挡在园区之外。

“河北赞皇经济开发区”将建设成为生态
产业区，走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低、构建循
环经济产业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历史
上的原有企业，存在环保问题的实施严格整
改，整改不达标的坚决关停取缔，同时进一步
规范整顿全县矿山开采管理秩序，对非法露
天采矿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针对旅游沿线煤场多、污染严重的实际
情况，该县目前正在开展煤炭市场综合整治
行动，对赞高线、赞元线等七条主干道旅游线
路两侧储煤场、煤炭加工企业进行综合整治，
并高标准规划了符合环保手续的煤炭物流园
区，所有煤炭经营企业都将进入园区。在一
年多的时间里，赞皇县已将高污染、高能耗的
10 家污染企业拒之门外，为发展生态旅游筑
牢了大后方。

洁净了城乡

改善了民生

“只有把村容村貌搞好了，俺们村才能依
靠满山遍野的果树发展乡村游、生态游和采
摘游，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啊!”赞皇县秦家庄村
党支部书记秦志义说。

秦家庄是位于赞皇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山
村，近年来，村干部带领全村群众建水库，开

荒山，栽果树，昔日干旱的荒山变成了“花果
山”。村里以此为契机，对全村街道进行了硬
化，修通了 5000 米的环山漫游路，组建了清
洁队，修建了污水处理厂；建起了文化大院、
村民活动中心、休闲娱乐广场、文明法律一条
街及文化科技长廊，规划发展立体种养区、观
光采摘区、休闲度假区、开发中台山旅游区。
环境越来越好，成群的游客一批接着一批，秦
家庄人的日子也越过越幸福。

在赞皇县，像秦家庄村这样通过改善农
村环境卫生搭上旅游快车的村庄不在少数。
以“生态赞皇、清洁家园”为主题，实施的“环
境整治、民居改造、设施配套、服务提升、生态
建设”五大工程，正在引领着全县 212 个行政
村向着环境整洁、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田园
风光、舒适宜居的现代化新农村迈进。“如今
的赞皇风景宜人，空气新鲜，满山披绿，村庄
整洁。”一位游客感慨地说。

赞皇县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旅游建设生
态文明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仅 2012
年一年全县财政用于民生的投入就达 7.9 亿
元，占全部支出的 77.3%。尤其是农民成为民
生投入的利益分享者。该县完善了低保、五
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自然灾害救助“五
位一体”的社会救助体系；下山扶贫教育工
程的实施，实现了山区 5 乡小学向乡镇集
中、初中向县城集中的目标，让农村子女实
现城乡教育均衡，使山区 107 个村 7.6 万农
民受益；农民工、失地农民参保工作大力推
进，确保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
达到 90%以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稳定在 95%以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叶染就万山红。如
今，赞皇这棵河北西南部山区的绿色大树，正
吮吸着生态文明的养分，在生态旅游的牵引
下，稳步实现全县的跨越赶超科学发展。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 刘兴报道：今后，江
西省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都将有唯一的“身份
标识”。目前，江西已在县级以上城市共建立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138个，按照“一源一档”的要
求，为每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建立了
环境管理档案，对水源环境状况实行动态评估。

为“让群众喝上干净水”，江西不断加大水
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力度。全省饮用水水源
地一、二级保护区内的所有排污口已全部取
缔。11个设区市城区的 28个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均为 100%。

目前，江西对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建立了环境管理档案，分别设立了“五河一
湖”及东江源头保护区，源头保护区总面积近 1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6%。

江西为饮用水水源地设“身份标识”

国家级

生态县的创

建极大促进

了生态旅游

业 的 发 展 。

今年 7 月马

嶂公路竣工

通 车 后 ，来

自四面八方

的游客明显

增多。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各县乡掀

起冬季植树造林高潮。苗木产业一直是宁南山

区的特色产业，每年的秋末冬初都是当地植树

造林的黄金季节。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赞皇“一红一绿、两翼齐飞”的林业发

展新格局，为发展旅游提供了有力保障。

图为游客正在采摘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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