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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新崛起的交通枢纽城

面对棚改拆迁，你可曾注意到

那上百万吨的建筑固体废弃物去

了哪里？在城市棚改工作中有很

多难题，这些建筑垃圾怎么处理就

是其中一个。

深圳在首个棚改项目中，从源

头上树立了绿色发展的理念，从制

度设计到技术应用，全方位探索生

态拆迁的有效路径——

在广东深圳市罗湖“二线插花地”棚
户区改造布心片区拆迁现场，一台名为

“克磊镘”的大型机械设备正在轰鸣作业，
一端吞噬着各类建筑废弃物，一端吐出细
小颗粒状的“沙石”。这是由深圳市天健
集团从德国引进的移动反击式破碎机和
移动式筛分机。罗湖棚改项目秉承绿色
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着力依托各类新
兴技术手段，将现场拆迁的建筑固体废弃
物就地处理和综合利用，探索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生态棚改”新路。

70%建筑固废现场“吃进去”

“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体量十分巨
大，情况极其复杂，被业界称为‘中国棚改
第一难’。同时，逾千栋房屋拆除后产生
的建筑垃圾该怎么办？这也产生了另一
个难题。”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说。

经初步估算，罗湖棚改项目将产生约
160万吨建筑固体废弃物。若将这些建筑
固体废弃物装入单次运输能力为 20 立方
米的“泥头车”，车辆首尾相连可达 500 公
里。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垃圾该如何处理，
是罗湖棚改不得不面对的紧迫现实问题。

令人警醒的是，深圳光明新区渣土
受纳场“12·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的主要
原因之一，便是渣土受纳场建筑垃圾的
严重超量超高堆填加载导致。因此，如
何为因城市建设快速推进而不堪重负的
渣土受纳场减负，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隐
患风险，成为罗湖棚改项目要考虑的重
要问题之一。同时，清运建筑垃圾的

“泥头车”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大难题。大
量、多车次的“泥头车”不仅为道路交
通带来巨大压力，其产生的噪音及扬尘
等问题也严重影响到居民生活。

“建筑废弃物综合处理再利用势在必
行，罗湖棚改是深圳首个棚改项目，拆除
体量又如此巨大，必须进行创新探索，积
极发挥示范效应。”贺海涛说。

“在去年3月进行承接主体招标时，我
们便设置了 70%以上建筑固体废弃物必
须现场‘吃进去’的指标，即将建筑垃圾综
合处置后变成循环建材。”罗湖区区长聂
新平告诉记者，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从
立项伊始就确立了“绿色发展”的核心理
念，并明确写入招标要求中。这些固废中
含有大量具备利用价值的材料，如对其进
行资源化处理，不仅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
用率，且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
发展，也能为今后旧城改造和市政建设提
供一个新的生态发展思路。

今年 2 月 21 日，《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专项规划》正式发布。建筑废
弃物综合利用作为 7 大新兴技术规范之
一，是罗湖棚改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引入先进废弃物处理模式

罗湖棚改产生的巨量建筑废弃物如
何处置？天健集团董事长辛杰给出了答
案。作为罗湖棚改的承接主体，天健集团

针对项目建筑固体废弃物的实际情况，制
定了相应的综合利用方案，投入 6000 多
万元购置各类建筑拆除及移动设备，形成
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新型生产方式，
从源头上扭转拆迁造成的生态破坏。

辛杰告诉记者，罗湖棚改的拆除建筑
物位于城中村内，施工场地非常狭窄、工
况复杂。根据现场情况采取了机械和人
工相结合的拆除方式。

据辛杰介绍，为确保安全有序科学的
施工，在拆除房屋时，天健集团的施工团
队会首先通过分步拆除、分步分拣的方法
对建筑废弃物进行预分类。如先清理待
拆除建筑中的生活垃圾，并进行检查确认
清理干净后开始下一步工作；再拆除建筑
门窗、管线、装修等，组织力量分类清理，
并进行检查确认清理干净后开始下一步
工作；最后拆除建筑物，并将建筑物中的
钢筋、管线等进行机械分拣和人工分拣。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罗湖及周边较近区
域无法提供建设固定式建筑废弃物生产线
的场地，天健集团此次采购了德国生产的

“克磊镘”移动破碎设备，对建筑固体废弃物
展开现场处理与综合利用，由拆除而产生的
建筑材料经过破碎与筛分，直接用于道路垫
层回填及其他大型工程项目，基本上可以实
现百分之百的循环利用。

同济大学博士后刘涛解释称，与固定
式的破碎筛分设备相比，移动破碎筛分设
备的架设效率较高，可以直接在原料旁边
进行作业，避免材料的二次转运，且在原
料运输方面可以节约大量成本。理论上，

“克磊镘”每小时可“吃”掉 350 吨建筑垃
圾。目前，罗湖棚改项目共配备了3套“克
磊镘”设备。

分级处理建筑垃圾

据初步估算，罗湖棚改项目建筑主体
废弃物共计约 160 万吨。另据统计，该项
目将需要使用 40 万平方米的内隔墙和 8
万平方米的透水砖。

如何有效实现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循
环利用？辛杰解释称，在天健集团制定的
综合利用方案中，将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分为3个级别：一是初级利用，即现场分
拣破碎，将建筑废弃物处理成的石粉或砖
粉（即 0 至 10mm 尺寸的材料），用作一般
性管沟、基坑回填，约占总处置量的 50%；
二是中级利用，即将建筑废弃物处理而成
的再生骨料（即 10 至 31.5mm 尺寸的材
料），经过处置加工成骨料，用于低标号道
路垫层、水稳层、低标号混凝土等，约占总
处置量的 30%；三是高级利用，按照一定

的工艺，将建筑固体废弃物加工成透水
砖、路缘石、内隔墙等再生制品，将项目废
除的沥青路面生产再生沥青混合料用于
道路建设。

刘涛告诉记者，内隔墙在房屋建筑工
程内不承重，只起到空间阻隔等作用。建
筑固体废弃物再生骨料经过加工，并达到
一定质量标准后，可制成以其为主要原材
料的再生混凝土轻质内隔墙。此内隔墙不
仅墙材平整度高，可取消墙面抹灰的工况，
省去了抹灰的工程量和人工费，且较传统
墙体在同样的建设情况下厚度更薄，可有
效增大房屋建筑工程的实际使用面积。

同样以建筑废弃物再生骨料为主要
材料的透水砖，则是经一次压制成型，可
用于城市道路人行道、小区园林道路，是
绿色建筑和海绵城市建设的必备建材。

搭建“生态棚改”制度体系

截至 5 月中旬，罗湖棚改房屋已拆除
近 800 栋，占比过半；已完成了 70 万吨建
筑废弃物的破碎，其中石粉计划生产量为
30 万吨，骨料计划生产量为 40 万吨。据
估算，该项目消纳城市建筑垃圾160万吨，
可节省因放置垃圾而占用的土地约100多
亩；项目生产的骨料代替天然骨料，可减
少对不可再生矿产的开采，部分再生建材
产品取代黏土砖，每年可节省取土20多万

立方米，节省耕地约100多亩。此外，还将
大量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
排放。

罗湖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棚改现
场指挥部指挥长王守睿告诉记者，罗湖棚
改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实施能起到很
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为建筑垃圾的“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和建筑垃圾综合利
用“产业化”探索合理的运行模式。

在罗湖棚改践行绿色发展的影响下，
去年底，深圳市制定出台了《建筑废弃物
综合处置工作方案》。今年5月，由天健集
团旗下的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组织发
起的深圳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管理协会
正式筹备组建。协会囊括了从建筑废弃
物处理，到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身的全
产业链综合利用的各类企业。据不完全
统计，这些企业年处理建筑废弃物50万吨
以上，个别企业年处理建筑废弃物达到
100万吨以上。

随着罗湖区城市更新工作的全面推
进，“十三五”时期，罗湖每年城市更新项
目预计产生近700万吨的建筑废弃物。根
据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印发的加强建筑
废弃物减排和利用工作的通知，要求辖区
城市更新项目占地面积大于 1.5 万平方米
的拆除重建类项目，应当在拆除阶段引入
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并在项目现场
实施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据罗湖区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7 年起，罗湖
区要求所有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移动式
现场处理建筑废弃物，每年至少 2 个以上
城市更新项目采用移动式现场处理建筑
废弃物，减少建筑垃圾的外运和排放。

现场“吃”进建筑垃圾，再“吐”出建筑原料，让建筑固废循环起来——

“生态棚改”的深圳实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一说到城市棚改工作，很多人会谈及
如何高效拆迁、如何有效安置补偿，但很
少关注棚改拆迁本身产生的资源综合利用
问题。此次面对“中国棚改第一难”的深
圳市罗湖区“二线插花地”棚改项目，深
圳在关注平稳高效安全拆迁的同时，在生
态拆迁上下了不少功夫。

不 论 是 引 进 “ 克 磊 镘 ” 等 先 进 设
备，还是构建固体废弃物的三级利用
体系，罗湖棚改项目一以贯之地将绿
色 发 展 理 念 落 实 到 生 产 的 各 个 环 节 ，
通过推进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良性
循环，有效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达成多方
共赢的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就推动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 6 项重点任务，其中
有一项就是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提出要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
观，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
济社会效益。生态棚改的推进，就是践行
绿色发展观的探索，也是在创新资源节约
集约循环利用的路径。

在棚改拆迁过程中推动绿色发展方
式，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棚改和巨
大建筑固废处理是难题，要充分认识到矛

盾与风险的存在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化
解矛盾与排除风险的决心与办法。决不能
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不作为，让此前制定的
制度仅仅挂在墙上。其次，要将绿色发展
理念在产业生态中贯彻始终。在顶层设计
上提供制度保障，在产业链条中全面推进
清洁生产与循环利用，并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以资源高效利
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
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
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
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

既要“安全拆”更要“生态拆”
杨阳腾

据美国新兴产业预测委员会和日本
科技厅的相关专家判断，未来30年将会
出现“10大新兴技术”。其中，建筑固体
废弃物处理技术被列在第二位。

世界上首次大量利用建筑废弃物的
国家是前联邦德国。在二战后的重建期
间，循环利用建筑废弃物不仅降低了现
场清理费用，而且大大缓解了建材供需
矛盾。至 1955 年末，循环再生了约
1150万立方米废砖集料，并用这些再生
集料建造了17.5万套住房。丹麦建立
了一个以技术方法、科学和组织结构以
及管理工具密切结合的联合系统，确保
了对主要废弃物流动的控制和对大部分
建筑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日本，也十分重
视建筑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将建筑废弃
物视为“建设副产品”。从1974年起，在
其建筑协会中设立了“建筑废弃物再利
用委员会”，并于1977年制定了《再生集
料和再生混凝土使用规范》。此后相继
在各地建立了以处理拆除混凝土为主的
再生工厂。到1998年，东京都建筑废弃
物的再生利用率已达到56%。目前在住
宅小区的改造过程中，已能实现建筑废
弃物就地消化，经济效果显著。

总体来讲，国外大多施行“建筑废弃
物源头削减策略”，即在建筑废弃物形成
之前，就通过科学管理和有效措施将其
减量化，并采用科学手段，使其具有再生
资源功能。 （文阳洋）

从源头削减建筑垃圾
全苜蓿叶型 328 国道和 204 国道互通立交，

气势磅礴。

二级编组站海安县火车站内，游客正在上
下车。

沿海“水上高速”申线航道海安船闸，船来
船往。

近年来，江苏海安围绕“着力打造沿海交通枢
纽”的定位，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目前，
公路、铁路、水路在海安纵横交汇、无缝对接，“公
铁水”的优势叠加让海安的枢纽地位更加巩固，成
为承南启北、连东贯西的“节点城市”。

向中林摄影报道

如今，城市居民
对精神文化、娱乐健
身等方面的要求越来
越高，而在这方面城

市公共设施相对短缺，难以满足市民需要，这是不
少城市的普遍现象。

前不久，北京市石景山区的14家企事业单位
与共建街道、社区正式签约，将开放内部设施，解
决社区居民文化、体育、娱乐、生活、停车等多方面
需求。这种合作方式既让单位内部设施物尽其
用，又能满足市民需求，是解决公共设施缺乏的一
个较好途径和应急之策。

但目前企事业单位对开放内部设施的积极性
大多并不高，顾虑较多，主要担心安全、治安等问
题。笔者以为，引导和促进企事业单位开放内部
设施需多管齐下。

首先要确立“大社区”概念及架构，所谓“大社
区”不仅涵盖政府基层组织街道及居民小区，还应
将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纳入其中，共建共享，动员
和鼓励这些单位打开封闭的围墙。

其次，要关注和解决企事业单位的合理诉
求。一是治安管理。政府应多负责、多担当，如可
加强警力巡逻，组织社区力量维护治安秩序等。
二是利益补偿。开放设施需要投入，除了让企业
自觉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政府也可以对开放单
位尤其是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南京 尹卫国）

消除单位开放设施后顾之忧

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拆迁项
目，“克磊镘”工作现场。 杨阳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