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中国库布其生态
财富创造模式和成果报告》分析认定，亿利资源集团在
改善沙漠生态、发展沙漠产业、消除沙区贫困、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成就卓著，创造了 4600多亿元人民币的生
态财富。

据统计，亿利资源集团共治理修复沙漠 1.27 万平
方公里（其中库布其治理修复 1.1 万平方公里，绿化面
积 6000 余平方公里），生态减贫超 10 万人，为 100 余
万人提供就业机会。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表示,他们公司首创
“治沙+生态+产业”的商业模式，致力于发挥市场的主
体作用，真正做到了产业治沙。公司坚持农业治沙，挖
掘沙漠植物经济价值，适度开发甘草、肉苁蓉等种植加
工业；在工业治沙方面，该公司发展土壤改良剂、有机
肥料等制造业，引导群众大规模用沙，库布其已被联合
国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

据了解，亿利资源集团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起在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开展沙漠治理实践，逐步走出了一
条从“治沙”到“减贫”、再到创造生态财富的道路。截
至目前，累计治理、修复沙漠土地 1.27 万平方公里，不
仅治理了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范围还延伸至新疆
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河北坝上、内蒙古科尔沁等地。
其中，人称“死亡之海”的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效果
最为显著，沙尘天气由过去每年 70 次至 80 次，减少到
现在的每年 2 次至 3 次；生物物种较过去增长了 10 多
倍，消失已久的胡杨、天鹅、仙鹤、狐狸等重回沙漠。

王文彪表示，亿利资源正在将治沙经验推广到内
蒙古阿拉善盟乌兰布和沙漠，甘肃武威的民勤、古浪、
凉州和新疆南疆的塔克拉克干沙漠等地，以及中亚、澳
大利亚等部分国家，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再绿化沙漠
一万平方公里，为改善“一带一路”沿线生态环境作出
积极努力。

亿利资源集团创造
巨 大 生 态 财 富

本报记者 刘 慧

2015 年以来，浙江德清县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99.18%。如此之高的利用率
是怎么做到的？德清县农业局局长吴胜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解决秸秆焚烧的问
题，关键是要给农民提供一个既方便、又
经济实惠的生态出口；光靠“堵”远远不
够，更要注重如何“疏”。

乾元镇金火村种粮大户沈卫根说，他
承包的水稻田都采用大型联合收割机，将
打下谷粒的稻秆切成几段，散在田野上直
接肥田。“烧秸秆污染空气，现在既不影响
环境，又提高了肥料化利用。”从 2013 年
开始，他就采用秸秆机械还田法了。

作为德清县最大的水稻种植户，沈卫
根对这种秸秆还田法很是满意。他告诉
记者，承包的 2500 亩水稻田，每年大约产
生 1500 吨秸秆，如果焚烧，费用是省了，
但是给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除了肥田，还
有 200 亩水稻秸秆被洛舍一位养鸭户以
每亩 50 元的价格买走填棚用。“通过收购
处理秸秆，既不污染环境，又让我们增收，

我们当然不会焚烧秸秆喽！”
德清县农业局副局长姚泉根说，目前

德清有基本农田 27 万亩，年粮食复种面
积 20.74 万亩，年产秸秆约 11 万吨，其中
秸秆还田等肥料化利用 6.57万吨。

利用秸秆作辅料覆盖，又是一条解决
秸秆焚烧问题的新出路。禹越镇三林村
有家永福食用菌有限公司，近 10 万平方
米生产区，年产菌菇 100 吨左右。每年夏
秋粮收获后，周边种植户们就会把晒干的
稻秸秆送上门，基地以每吨 500 元价格收
购。在公司总经理许伟忠眼里，这些秸秆
都是“宝贝”。每年他不仅自己收购，还请
经纪人帮助收购，一做就快 10 年。“基地
每年需要 4000 吨稻草秸秆做辅料，相当
于七八千亩水稻田的秸秆量。”

“按一户农户 2 亩田计算，晒干的秸
秆可以卖 300 至 500 元。加上政府对秸
秆利用有一定补贴，农户都舍不得一烧了
之。因此，每年粮食收割后，基本不用担
心秸秆焚烧的情景出现。”许伟忠说。

德清年食用菌产量 1295 吨，年可利
用秸秆 3500 多吨。不仅如此，德清各乡
镇还结合 8 万亩早园笋种植基地，大力推
广稻草覆盖技术，并延伸到油菜、马铃薯
等。为此，全县还建了 8 个覆盖还田示范
点，利用秸秆近 6000吨。

此外，饲料企业还将秸秆加工成家畜
饲料。宽敞的车间里，在隆隆的机器声
中，几台粉碎机正大口“吞吃”着秸秆。高
温、高压、杀菌、粉碎⋯⋯一转眼，一袋袋
家畜饲料新鲜出炉。“这是新上马的流水
线，主要利用秸秆做原料，生产反刍动物
饲料。”在乾元镇的浙江科力饲料有限公
司车间里，负责人沈万龙说。

科 力 公 司 本 来 主 产 猪 鸡 等 畜 禽 饲
料。2014 年，沈万龙冒出将秸秆制作成
饲料的想法，既解决村民秸秆没处去的烦
恼，又为企业转型升级开拓新市场。公司
投入 1800 万元新建生产线，同时与种粮
大户对接，在各村、组设立了收购点。沈
万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以每吨秸

秆 300 元统一收购，预计今年厂里能消耗
秸秆 1 万吨、年产饲料 2 万吨，实现销售收
入 4500 万元，带动周边形成 30 万只兔、2
万只羊的养殖基地。”

“一家企业通过技改，能消化全县近
10%的秸秆，为秸秆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姚泉根说，通过秸秆精细加工模式，企业、
养殖户、种粮大户三方受益。

2014 年，“村收集、乡镇运送、县处
理”的秸秆焚烧发电综合利用机制在德清
推行。由乡镇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
体抓，将秸秆禁烧工作分解到村、组，并抽
调机关干部包村、包组、包田块，逐村、逐
组、逐户落实禁烧措施。同时，强化考核
奖惩激励机制。“按重点与一般乡镇，对每
位书记、乡镇长采取交保证金的办法，加
大工作力度。”姚泉根说。

一 系 列“ 组 合 拳 ”提 高 了 秸 秆 利 用
率。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等多用
途利用，不但持续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而且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对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等多用途利用——

浙江德清：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9.18%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王力中

1 月 23 日下午，家住草桥恋日花都
的谢先生以 1元/吨的价格从物业买了 50
吨中水。他说，相比 5 元/吨的自来水价
格，中水用来冲厕所很实惠。

在北京，像谢先生一样家里能用上
中水的居民不在少数。自 2001年北京市
规定建筑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的小区
须配置中水以来，“中水”这个概念正为
越来越多的市民熟知。然而，以“节约
水资源”为初衷的 20 多年漫长的中水推
广过程，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顺利。在很
多小区，无论是居民用的小区自建中水
还是市政中水，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

“尴尬”。

成本入不敷出

中水的价格是个老问题。2014 年 5
月之前，北京的居民用中水售价统一为
1 元/吨。2014 年 5 月，北京市水务局
将中水价格规定为最高不超过 3.5 元/
吨。在朝阳区的柏林爱乐小区，物业相
关人员提起中水还是皱起了眉头：“我
们小区中水的价格就是 3.5 元/吨，但即
使是这样，我们也是在亏损运营。中水
的成本高，需要专门的管理维护人员，
需要电力，再加上用于净化水质的滤网
和消毒剂，我们在中水这块一直是入不
敷出的。”

在恋日花都小区，这个问题同样存
在。物业管理人员介绍，因为小区所在
地隶属于草桥村，一直是草桥实业公司
在补贴小区的中水费，恋日花都小区几
年来物业费、中水费一直没涨过价就是
得益于此。“要是只靠物业的经费，别
说 1 元了，即使是 3.5 元的价格也远低
于成本。”

家住朝阳区嘉铭桐城小区的孟女士
告诉记者，小区的中水管道从一开始就
是有的，但自入住就没启用过，她们装
修时冲马桶用水管道都是直接接通自来
水。在建成不久的华茂城小区，居民家
里也都安装了中水表，但用的却是5元/吨
的自来水。嘉铭桐城小区物业管理人员
说，4 年前他们曾对中水的成本做过一
次统计，算下来大概每吨中水成本在 7
元左右。

业内人士透露，小区自建中水成本
高早已是公认的问题，也是很多小区即
使在建筑初期安装了中水设备，但仍被
弃之不用的原因之一。如果中水成本已
经超过了 5 元/吨的自来水，也就违背了
其“节约用水”的初衷了。

监管漏洞频现

“居民小区的分散性、专业人员的缺
乏给中水监管造成了很多困难，这种困
难体现在中水收集、处理、后续维护等
各个环节。”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给
水深度处理研究会顾问王占生说。

据朝阳区万象新天小区的物业人员
透露，他们小区没用中水的原因就出在
最初的建筑环节上。虽然该小区建设于
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出台之后，也有中水
处理设备，但小区的中水收集管道除了

包括居民生活和厨用废水外，化粪池的
管道竟也混在其中。“我们小区的中水有
很大异味，用来浇浇花草都勉强，更别
提居民回用了。”

水处理环节的监管也同样面临问
题。据了解，小区中水通常采用生物处
理技术，须经过收集-沉淀-消毒-过滤
等环节后方能再使用。但小区的物业良
莠不齐，中水质量也难以保证。王占生
介绍，中水的规定浊度是 5 度，要达到
这个标准，中水的处理环节必须严格要
求。否则中水浑浊、有异味不说，更会
造成病菌的交叉传染，存在一定风险。
记者走访中发现，即使是在中水使用方
面情况较好的小区，仍有居民反映中水
里不时会有少量类似泥沙的沉淀物，或
是出差几天回来后中水有异味等情况。

恋日家园的物业人员告诉记者，中
水水表坏掉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一旦中
水水表损坏，只能寄回位于江苏的中水
表公司进行处理。现在，对于很多购买
二手房的新业主，物业的建议是“尽量
别用中水，直接改用自来水”。

市政中水难入户

相比于小区自建中水，市政中水无
论是从质量还是管理方面都有保障得
多。市政中水的水源地是分布于城区各
处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回收居民
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后，将其进行再处
理，达到相应标准后，再将水送到工
厂、发电厂、居民小区等地使用。但目
前在北京，相对于其他领域，能为居民
所用的市政中水极为有限。中信城的居
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小区自入住以来就
承诺要接通市政中水，但至今中水管道
并未开通。

据北京市水务局介绍，北京目前已
建成了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小红门污水
处理厂、清河再生水厂等一批再生水
厂。按照北京市政府 《加快污水处理和
再 生 水 利 用 设 施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13-2015 年）》，这 3 年，北京的再
生水设施、排水管网、再生水管线等都
会有很大幅度的提升。但水务局方面明

确表示，居民用中水并非他们现在和未
来的业务方向。

王占生说，相对于小区自建中水的
生物处理方法，污水处理厂采用的是先
进得多的“膜处理技术”，从源头上保证
了中水质量，也更有利于监管。但中水
管道的铺设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市
区的污水处理厂需要收集居民生活废水
的管道，也需要将中水输送到各小区、
入户的管道，在已建成小区再动工破土
管道入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节约用水需另谋他路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提起中水，无论
是负责建设管道和中水设备的建筑开发
商，还是负责日常运营维护的物业公司，
很多都是谈中水色变。难而未建、建而未
用、用而亏损的现象屡见不鲜。

据业内人士透露，由于监管不严，

很多小区的中水设备成了一纸空文。即
使是按规定建成验收的小区，也常常会
因为成本高、回水量不够等原因在中水
里添加自来水，或者干脆就将设备弃而
不用。大量中水设备闲置、中水管道作
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当初的“节约”初衷，却变成了今
日的“浪费”事实。对于居民用中水遭
遇的种种困境，王占生建议，小区自建
中水设备这个政策本身就需要好好斟
酌。如果 20 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其效
果“一般”，不如在节约用水方面另谋
他路。

王占生建议，市区的污水处理厂在
回收居民生活废水上功效卓著，回收处
理后的废水不仅可以用在农业灌溉和工
业领域，也可以在处理厂附近建设洗车
店，用来清洗车辆。不管是输送到工业
区还是农业区，要遵循就近原则——如
此一来可以大量节约管道铺设成本。

北京市推广中水利用 20多年屡遇尴尬——

居民用中水出路在哪儿
本报记者 刘 蓉

1月 24日，鸟儿在湖北武汉府河湿地上空飞翔。

入冬以来，到湖北省武汉市府河湿地越冬的候鸟

达到 19种近 3万只，包括斑头雁、绿头鸭、天鹅等。

杜华举摄 （新华社发）

武汉：府河湿地 鸟类天堂

中水也叫再生水或回用水，指的是
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规定的水质
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
用水。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利用中水的国
家之一。人们通常把自来水叫做“上
水”，把污水叫做“下水”，而中水的水质
介于上水和下水之间，故名“中水”。

在日本，冲洗厕所、园林灌溉、道路
保洁、汽车、冷却设备等都大量地使用中
水，很多政府机关、学校、写字楼、公园、
体育馆等都安装了除上水道和下水道之
外的中水道。此外，以色列和美国也都
是中水利用比较好的国家，以色列城市
废水回用率高达 95％，美国缺水的西部
地区的城市污水处理厂都被称为城市废
水再生厂，其废水的回用率很高，位于美
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废水回
用率最高的州。

目前北京市的中水利用有两种形
式：一种叫做“小中水”，即建筑物、
居民小区、学校自建的小型中水处理回
用系统，它是收集建筑物或小区内排放
的废水，经过处理后再回用于该区域。
另 外 一 种 是 市 政 中 水 ， 也 叫 “ 大 中
水”，它是将城市污水处理厂二级处理
后达标排放的废水再经过多道工序深度
处理，达到国家颁布的 《城市杂用水水
质标准》 后，作为再生水用于冲洗厕
所、绿地浇灌、道路保洁、汽车清洗、
工业冷却水等。

2013 年,北京市再生水利用量达到
8 亿立方米，其中工业利用再生水 1.6 亿
立方米；农业利用 2.0 亿立方米；河湖景
观补水 4.0亿立方米；绿地灌溉、洗车、道
路压尘等市政杂用 0.4亿立方米,全市再
生水利用率达到 61%。

中 水 的 那 些 事 儿

“2014 年我国上市企业发布相关环境信息报告的
数量为 708 家，占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总量的 27.1%，较
2013 年增加 43 家。”根据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日
前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

（2014 年）》，我国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总体较
上一年度有所提高，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由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委托北京化工大学低
碳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制作的《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
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2014 年）》，根据我国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进展及国内实践，融合国际组织
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在 2012、2013
年“报告”的基础上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和补
充，更加注重上市企业披露信息的实质性和可比性。

报告显示，沪深股市排名前十的企业为复星医药、
中国神华、环旭电子、兖州煤业、上海石化、格林美、青
岛海尔、瀚蓝环境、柳钢股份、恒邦股份。其中复星医
药公司被评为五星级，中国神华和环旭电子为四星半
级，其余 7家为四星级。

发布环境报告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评级最高，整
体处于三星级水平，显示出企业对于环境责任披露的
重视程度与评级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国家级重
点监控企业发布相关环境信息报告数量增幅较快，信
息披露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此外，第一二产业环境信息披露评级略高于第三
产业，排名前 50 的企业中有 37 家为属于第一二产业
的企业，13家为第三产业企业。

报告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机构倡导全部上
市企业每年及时发布相关环境责任报告；建议更多企
业按照环境责任报告的要求，披露其社会责任报告的
环境责任部分；企业应正确认识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
信用的关系；各类投资机构加大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
水平在投资风险管理体系中的权重，等等。

“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在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中
理应有更多的推进环境进步的义务。”中国环境新闻工
作者协会秘书长刘国正表示，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
督环境保护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权利，
至 2015 年，我国环境信息已连续 4 年被列入国务院政
府信息公开的重点领域。

2015 年 11 月，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
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在法律和政
策层面引导和鼓励上市公司积极发布环境信息，回应
社会环境关切，提高企业环境诚信意识和水平。建立
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披露机制已成为大势所趋。

据介绍，今年，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将继续开
展 2015 年《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
告》的撰写。刘国正说，希望借此推进我国上市公司环
境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提升，并引起全社会更多企业
重视环境信息的公开工作。

我国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仍 有 较 大 提 升 空 间
本报记者 曹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