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臭气熏天、污水横流、蚊蝇成群⋯⋯这
是大部分人对畜禽养殖场的印象。在我
国，每年产生的畜禽粪污量约为 38 亿吨，
如此数量庞大的粪污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
主要来源。

而实际上，畜禽粪污并非一无是处。
相反，它能够产生沼气、生物天然气等清
洁、可再生能源，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料。
可以说，畜禽粪污用则利、弃则害。用好这
些“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关系到我国 6 亿
多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关系到能不
能不断改善土壤生产能力、治理好农业面
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的真正元凶

湖南浏阳市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畜
牧业是该县的支柱产业。然而，长期的不
规范发展让浏阳市既尝到了生猪养殖的甜
头，又吃尽了生猪养殖所带来的污染的
苦头。

据当地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生猪养
殖不仅导致了空气污浊，而且造成了水质
污染，危及人畜的饮水安全。同时，还破坏
土壤环境，造成了土地富营养化。

浏阳市的遭遇并不是个案，一直以来，
我国很多地方过度依靠畜牧业发展，从而
导致了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目前，我国
每年畜禽粪污量高达 38 亿吨，早已成为农
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
我国畜禽养殖业排放的化学需氧量达到
1268.26 万吨，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 96%；
总氮、总磷、铜、锌排放量分别占农业源排
放总量的 38%、56%、97.76%和 97.82%。
全国有 24 个省份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
殖专业户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到本省农业
源排放总量的 90%以上。

“大规模的畜禽粪污，如果变废为宝，
将是巨大的资源；处理不好，必然对环境和
居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农业部副部长于
康震说。

在国家产业转型，绿色发展的大背景

下，畜禽粪污的有效处理成为了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关注的问题。2014 年起施行的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指出，国
家鼓励和支持采取粪肥还田、制取沼气、制
造有机肥等方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
综合利用。进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从事
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有机肥产品生产
经营等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活动的，
享受国家规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2015 年，农业部发布的《促进南方水
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要促进猪粪便综合利用，围
绕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循环利用，加
快研发生猪粪便综合利用技术，推行种养
结合、循环利用、集中处理和达标排放等生
猪粪便处理利用模式。

2016 年 9 月，农业部、发改委、财政
部、环境保护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
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的方案》，明
确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要聚焦畜禽
粪污、病死畜禽、农作物秸秆、废旧农膜及
废弃农药包装物五类废弃物，着力探索构
建 农 业 废 弃 物 资 源 化 利 用 的 有 效 治 理
模式。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已取得了明显成效。2015年畜禽养殖
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比 2010年分别降
低 132 万吨和 10 万吨，降幅达 11.5%和
15.4%，超额完成“十二五”时期的减排目
标。从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情况看，在政
策支持和市场倒逼下，粪污处理设施设备
不断完善，治理机制逐步健全，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水平持续提高，综合利用率从
2012 年的 50%提高到 2015 年的近 60%，
对改善和提高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环境作出
了积极贡献。

变废为宝发展沼气工程

300 万 只 蛋 鸡 一 年 可 以 产 生 多 少
粪污？

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给记者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将这些粪污
堆积起来，相当于在一个标准足球场上堆
10 米高。“这么多的污染物，如果处理不
当，会对当地的水、土壤和空气带来毁灭性
影响。”工作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位于北京延庆的德青源鸡
舍内安装了全自动机械清粪系统，实现了鸡
粪日产日清。通过纵贯全场的地下密闭中
央清粪带，将每天产生的212吨鸡粪直接输
送到沼气发电厂。沼气的综合电热效率约
90%，每年可发电1400万千瓦时，回收相当
于标煤 4500 吨的余热，此外还可为当地
500农户提供生活用燃料 73万立方米。

据测算，全国畜禽粪污若全部利用，理
论上可产生沼气超过 1000 亿立方米，替
代 0.7 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8
亿吨，同时沼渣能生产 1.7亿吨有机肥。

然而实际上，到 2015 年底，我国以畜
禽粪污为主要原料的沼气工程共 11 万处，
年产沼气仅 20 亿立方米，理论与实际相差
甚远。

“把这些资源用好，可以替代石化能
源，为农村居民提供清洁能源，促进农村能
源革命，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还能
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延长产业
链，增加农民收入。”于康震说。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表示，通
过沼气工程和户用沼气对粪污进行厌氧发
酵处理，生产沼气、生物天然气或发电上
网，并产生沼肥的优点是：粪污资源价值得
到充分挖掘，减少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节能减排；沼气发电上网或提纯生产生物
天然气，实现了高值高效利用，为农村提供

清洁可再生能源；同时供应有机肥料，满足
优质农产品生产，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记者了解到，2003 年至 2015 年期间，
中央不断加大农村沼气建设投入力度，累
计安排 384 亿元用于农村沼气建设，带动
地方投入 1000 多亿元，推动农村沼气快
速发展。农业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重点
开展生物天然气试点和规模化沼气工程建
设，提升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处理能力，
清洁了家园、田园、水源。加强农村沼气管
理，推动农村沼气结构上由户用沼气为主
向多元化发展转变，功能上由生活为主向
生活生产生态一体化转变，服务上由建站
布点为主向注重可持续运营转变，建设上
由新建为主向新建与巩固并重转变。

种养一体化促进粪污还田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小南海镇团石村
村民程渭泉的猪场存栏生猪 2200多头，除
了养猪，他还种植了 400 多亩的玉米、番
薯。依靠这些庄稼，他家养殖场采用了“养
殖—种植生态循环”的处理方式。

“猪尿和养殖污水先流到沼气池发酵，
再流到附近的氧化塘稀释。这些稀释后的
沼液通过田间的喷滴灌设备，被直接喷洒
到田里，成为了最好的有机肥料。不仅改
良了土壤，还可以提高农产品品质。”程渭
泉说。

此外，对于猪粪，龙游县在每个养猪场
都建立了标准化的集粪营，由浙江开启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定期上门收集猪粪。猪粪
运到公司后用于沼气发电，剩余的沼渣、沼
液则被制成有机肥。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畜
禽粪污通过加工处理可制成优质有机肥

料，变废为宝。国内大量田间试验表明，与
传统单一施用肥相比，有机肥使用更具有
改良土壤理化性状、刺激作物生长、增强作
物抗逆性、提高产量、改善品质等益处。因
此，用好畜禽粪污这一有效资源，利用畜禽
粪污生产使用有机肥，有利于破解当前我
国化肥使用过量问题，有利于改良土壤、培
肥地力、促进农作物增产增收。

全国畜牧总站站长、国家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处理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杨振
海表示，通过堆沤熟化制作的农家肥、液态
发酵的粪肥、工厂化生产的商品有机肥和
沼气工程产生的沼肥（沼渣、沼液），其优点
是投资成本较小，处理工艺简单，多就近就
地利用，对于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促进农
作物增产增收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实现现
代农业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耕文化的精髓就是农牧结合，
畜禽粪污始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肥料资
源，只是近年来随着畜禽饲养规模的不断
增大，种养主体分离，才打破了这种规律和
平衡。”于康震说。

未来，农业部将突出生态循环农业发
展，强化规划引导，实施重点工程，初步构
建起农牧结合、种养循环农业生产体系。
包括联合印发《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5-2030 年）》，制定《关于打好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明确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目标和任务。将南方水
网地区的 10 个主产省纳入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社会化服务试点范围，支持探索畜禽
粪污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启动实施奶牛养
殖大县种养结合整县推进试点，支持建设
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和饲草料基地。实施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推广增施有
机肥。

我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约 38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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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的村道、错落有
致的洋楼、村口湖水泛起
的涟漪⋯⋯黄昏时分，漫
步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
县芭蕉村内，让人心旷神
怡，久久不愿离去。

在白沙，这样的美丽
乡村还有许多，通过政府
引导、科学规划、生态优
先、产业培育等创建途径，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目标，白沙大
力 开 展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
截至目前，“美丽乡村”建
设已累计投入 5.9 亿元，
开 工 建 设 80 个 自 然 村 。
已成功创建出罗帅、芭蕉、
老周三等一批精品村庄。

在美丽乡村创建过程
中，白沙按照“充分尊重当
地自然生态，充分尊重当
地百姓意愿”的原则，集文
明生态村建设、扶贫整村
推进、危旧房改造、以工代
赈和发展乡村旅游于一
体，通过整村改造建设美
丽乡村。同时，将绿化宝岛大行动贯穿于美丽乡
村建设的全过程，强化了生态建设，有效促进了林
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白沙积极创新美丽乡村建设，挖掘资源效益，
将以往政府投入、农民投劳的单一模式，改为农民
为主体、政府引导、企业参与、金融机构帮助，即

“农民+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新模式。
罗帅村就是“农民+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新

模式的产物。村民自筹约 3 万元就能住上联排别
墅。企业通过提供汽车旅馆、房车驿站、订单度假
等方式保证自身收益，同时带动农户参与乡村旅
游，仅这一项，人均年增加收入 3000多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白沙的美丽乡村不仅有
“面子”，而且有“里子”，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特色
产业。白沙县委书记张蔚兰说，“贫穷守不住绿
色，培育绿色产业，持续促进农民增收，才是白沙
长远发展之道”。

白沙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依托生态优势，把农
村建设与产业培植作为有机整体统筹推进，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农民不失地、不离土，就地
就业、就地转产、就地生财。

白沙的生态优势为发展乡村旅游打下了基
础。白沙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休闲体
验式农业，将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转型为乡村旅
游产业，实现旅游业和农业的全业态融合，切实让
游客把消费留在村庄，把特色农产品带回家。通
过“以藤结瓜”，将一个个“一村一品”的美丽乡村
串联起来，形成全域化的宜居、宜游的大乡村、大
景区。美丽乡村建设使得白沙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子更加多元化，农民创
业增收能力持续增强。

美丽乡村建设让白沙尝到了甜头，如今，白沙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意
见》，明确每年投入不少于 4000 万元用于美丽乡
村建设，其中，每年安排 500万元用于新建美丽乡
村的创建；每年安排 1000 万元用于完善以往创
建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每个精品村庄每年还额
外安排不少于 500万元的创建资金。

德国是猪肉生产和消费大国，去年生
猪饲养量达 2715 万头。养猪虽多，但猪的
粪便却没有造成什么环境污染。他们是怎
么做的？日前记者走访东部勃兰登堡州尼
梅克市的一家养猪场，看德国企业如何为
生猪“善后”。

与人们印象中的“脏臭”不同，德国养
猪场对卫生要求较高。为防止外界疫病影
响生猪健康，记者被要求沐浴更衣，才获准
进入综合性农业企业“霍尔·弗莱明合作
社”旗下的养猪场。

这家养猪场在全德范围内规模中等，
有 350 头母猪，分 7 组，每组以 115 天为周
期分娩仔猪，每组一周期共产仔猪约 700
头。仔猪和母猪共栏 7 周后，会被转移到
其他猪舍单独饲养，长至 25 公斤即可出
栏，销售至其他企业进一步饲养。

在养猪场负责人弗洛里安·舒尔茨的
引导下，记者分别参观了猪场严格按德国

《动物保护及家畜（禽）饲养条例》搭建的三
处猪舍。猪舍内安装有自动喂食系统、新
风设施和地漏，看上去干燥清爽，但闻起来
还是有一些刺鼻的气味。

这让人有些好奇，生猪排泄的粪便由
地漏排出后又去哪儿了？弗洛里安告诉记
者，猪舍地漏以下和喂食系统一样，是由管
道相互连接的，最终集中通向一处化粪池，
猪 粪 处 理 后 主 要 用 作 肥 料 和 生 物 质 能
发电。

弗洛里安介绍说，合作社是一家综合
性农业企业，除饲养生猪外还饲养奶牛，并
种植黑麦、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理论上，
干燥的牛粪更适合进行沼气发电，猪粪则
更适合用作堆肥。”

但根据德国现行的《肥料条例》，为防
止过度使用肥料影响环境，特别是对水体
造成富营养化污染，动物粪便用作堆肥的
时段和用量被严格限制。眼下冬末春初就
禁止堆肥，但天气寒冷，对电力需求量又大
了，养猪场的猪粪和养牛场的牛粪就一起
用来发电。

驱车 8 公里，弗洛里安带记者来到安
装有生物质能发电设备的企业总部。只见
操作间内，一名工人正在实时监控设备运
行的各项数据。

公司负责人弗雷德·舒尔茨告诉记者，
设备于 2006 年引进，一次性投入超过 100
万欧元。但其日均发电量达到 546 千瓦
时，除满足公司日常用电取暖外，剩余还可
以出售给当地公共电网，算上德国政府对
可再生能源所发“绿电”的奖励性补贴，预
计再有 5年便能基本收回成本。

德国计划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
例超过 80％，多年来一直对“绿电”入网发
放补贴。弗雷德说：“当时主要考虑的还是
如何尽快处理动物粪便，不让化粪池气味
影响周围环境。现在看，那确实是一项正
确的决定。”

德国养猪场如何“善后”
新华社记者 张毅荣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

：

宜居宜游大乡村

本报记者

何

伟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深圳市已成功申请
成为 2016 年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深圳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近日发布《关于印发〈深
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的通知》，希
望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城市开发建
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
利用，计划到 2030 年，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
积达到目标要求。

据介绍，深圳市将高标准推动海绵城市建设，
构建完善的城市低影响开发系统、排水防涝系统、
防洪潮系统，并使其与城市生态保护系统相结合，
逐步建立“制度完善、机制健全、手段先进、措施到
位”的管理体系，从而实现缓解城市内涝、削减径
流污染负荷、提高雨水资源化水平、降低暴雨内涝
控制成本、改善城市景观等多重目标，构建起可持
续、健康的水循环系统，有力促进绿色生态城市的
建设，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

《细则》还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多个方面规划了
总体目标。水生态方面，计划加强蓝绿线的划定
和管理工作，基本完成“三面光”岸线改造，恢复河
湖水系的生态功能；水环境方面，计划推进点源、
面源的治理工作，保障地表水环境质量有效提升
和水环境功能区达标；水资源方面，计划加强雨
水、再生水、海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利用，有效补
充常规水资源；水安全方面，计划有效防范城市洪
涝灾害，内涝灾害防治标准达到 50 年一遇，城市
防洪标准达到 200年一遇。

深圳发布海绵城市规划
70%降雨将就地消纳和利用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芭蕉村新貌。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工人在重庆市丰都县一家肉牛养殖场利用机械设备清理当天的牛粪。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