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河北省邢台
市市民郑春林一家来到
市南郊游玩。一路垂
钓、赏花、采摘、聚餐，全
家玩得很尽兴。郑春林
的父亲张晓涛说：“没想
到这以前到处是垃圾山
和臭水坑的采煤塌陷
区 ，现 在 变 得 这 么 漂
亮。要不是亲眼看到，
说什么我也不信。”

张晓涛感慨发生巨
大变化的地方，是处于
邢台市桥西区李村镇的
采煤塌陷区。

因地制宜恢复生态

李村镇地处邢台市
城郊，北临七里河，南接
大沙河，生态环境基础
本来不错。然而，采煤
导致大量土地沉陷、积
水、村庄搬迁，人地矛盾
加剧。

“煤炭开采后造成
的地表塌陷及其治理恢
复是个难题，我们采取
的办法是因地制宜，能
恢复耕地的恢复耕地，
能造水面的造水面，宜
林则林。”李村镇党委书
记马朝勇说，塌陷区恢
复治理需要大量资金，
一方面，他们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另一方面，动
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累计投入社会资本 2 亿
元，累计植树 60 余万株，绿化林面积 1.5 万亩，
恢复耕地1500亩，新增水面1000亩。

该镇南部是有一块总面积接近3平方公里的
富煤区，地底煤炭开采后，形成了多处塌陷地，由
于多年疏于管理，城里的生活和工业污水都往这
里排，使得此处成为垃圾遍地、污水横溢的城市

“疮疤”。环境整治过程中，该区在这里修湖造坝、
沟通水系，使这里出现了天蓝水清、林木繁盛的
美景，成为百姓休闲旅游的新景区。最近，河北
省政府决定，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将这里打
造成河北南部最大的城市生态湿地公园。

引导发展高效农业

李村镇是桥西区的农业大镇，但这里大半耕
地被破坏，当地党委、政府一方面恢复耕地，让荒
野变良田、包袱变资源；另一方面，积极对接市场，
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高效生态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
径，也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邢
台市桥西区农业局局长刘远哲说。

李村镇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
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深入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近6年，李村镇发展采摘园数十个，带动农民大
幅增收。

“今年春天，每天来采摘草莓的游客有几百
人，20来天我就挣了3000多元。”西北留村村民
张立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种植传统农作
物，一年忙到头，每亩地收入不足1000元；如今
种草莓、火龙果、甜瓜等，每亩地收入高达3万元。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休闲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发展城乡接合部休闲农业、生态旅游项
目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我们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
休闲旅游业，一产连三产，用大农业带动大旅
游，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丰收。”马朝
勇说，李村镇以乡村旅游为重要抓手，大力推进
生态特色农业开发，实现特色园区“有规划”、乡
村旅游“有看头”。现在的李村镇已经成为邢台
市民休闲旅游的好地方。

截至目前，李村镇发展生态休闲农业园区
约 7000 亩，带动当地 2000 余人就业，人均增
收 1.5 万元。结合“农旅”惠百姓，也让李村镇
释放出越发强劲的发展动力。

马朝勇表示，未来5年，李村镇将着力发展
襄湖岛现代农业园区综合开发，培育特色农业
文化和旅游景点，结合现有的“绿野仙踪”薰衣
草庄园、西北留农业观光园、伍仲历史文化产业
园等优质项目，力争把李村打造成花的海洋、绿
的世界。随着在建生态农业项目的达标与新项
目的落地，李村镇这片塌陷区将实现华丽转身，
向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的目标迈进。

“一元钱”解垃圾围村难题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探索农村垃圾分类处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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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棱县采取‘两次分类、源头减量，市
场运作、三方监督’办法，有效解决了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投入难、减量难、监督
难、保持难问题。”四川省眉山市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办主任万廷建说。

两次分类 源头减量

两次分类、源头减量，即根据农村垃圾
的组成特点，采取由农户和垃圾承包人分
别对垃圾进行分类。

走进雨后的丹棱县丹棱镇龙鹄村，记
者见到的是一幅山清水秀的美景。在道路
两旁，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按统一标
准修建的垃圾联户定点倾倒池、联组分类
减量池，在村道路一端，建有村垃圾收集
站。每户村民的家门前，都放有两个颜色
不同的垃圾桶，一个标明“有害垃圾”，一个
标明“普通垃圾”。

龙鹄村党支部书记罗朝运说：“7 年前
的龙鹄村不是这个样子，那时村民把垃圾往
家门外随处倒，河流边、村道旁、竹林里到处
都能见到垃圾。一下雨，垃圾就汇集到河
里，又臭又难看，村民路过都要捂着鼻子。”

2011 年 3 月份，龙鹄村村两委通过村
民自治大会确定，全村村民每人每月交一
元钱的垃圾清运费，村民大会公开招标垃
圾清运承包人。

罗朝运说，农户产生的垃圾由农户初
步分类：将可产气垃圾（烂水果、菜叶等）进
入自家沼气池，将建筑垃圾（砖头、石块等）
就近处理，将可回收垃圾（金属、橡胶塑料

等）收集到废旧回收点，将剩余垃圾送到联
户定点倾倒池。而垃圾清运承包人（村收
集员）则将联户定点倾倒池中的垃圾在收
集转运的途中进行二次分类，将可回收垃
圾变卖，有机垃圾堆肥还田，剩余的不可回
收垃圾再运至村收集站，由县统一清运集
中处理。

“两次分类”的效果如何？丹棱县城乡
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蒋林说，
龙鹄村日产垃圾约 800 公斤，经农户初分
处理后剩下约 450 公斤，而经过承包人二
次分类处理后仅余下约 200 公斤，使垃圾
减量60%以上。

市场运作 三方监督

三方监督，即由全市成立的村组干部
卫生监督小组和村民代表卫生监督小组、
村民、垃圾清运承包人之间相互监督。

在农村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过程中，谁来
发动群众、谁来筹资收集、谁来监督保洁？

眉山市在各区县全面推行丹棱县“因
地制宜，分类收集，村民自治，市场运作”的
模式，通过“三方监督”使垃圾分类处理取
得实效。

垃圾收集设施和转运设备的一次性投
入费用太大，怎样才能节俭实用？丹棱县
探索了“因地制宜、三个统一”的做法。一
是打破乡镇、村组行政区域界线，根据农户
分布，按照“方便农民、大小适宜”的原则，
统一布局、修建联户池、联组池、村收集站
三级垃圾收集设施；二是依托公路串联线

路，统一安排转运车辆。根据道路分布现
状，将全县村收集站串联成 8 条垃圾收运
线路，安排 5 台压缩式垃圾车每天转运；
三是力求节俭实用长效，统一设计收集设
施。按“经济、实用、长效”原则统一垃
圾池规格、材质，分乡镇分村实施，县财
政全额投入。

洪雅县针对山区面积大的特点，除了村
里有垃圾清运承包人外，还在各村民小组设
立了垃圾保洁员，每天专门负责将所在小组
的垃圾分类清扫进组里的垃圾收集池里。

眉山坚持以村两委为主，采取“项目管
理、市场运作”的做法，通过广泛宣传“自己
产生垃圾、自己分类收集的观念”，按照村民
自治法有关规定，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筹集
承包收集费用，引导村民自愿确定交纳垃圾
收集费，不足部分则由县乡财政补贴。同
时，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采
取公开竞标形式，确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和常态保洁承包人。承包人根据实际需
要组建保洁清运队伍，自购转运车辆。

三方监督，是村组干部监督村民有没
有遵守《村规民约》、监督承包人有没有按
合同履职，承包人监督村民有没有按要求
初分和定点倾倒、村组干部有没有监督管
理村民，村民则监督村组干部有没有尽责
管理承包人、承包人有没有及时清运。

建立机制 确保长效

眉山市委市政府对全市 128 个乡镇、
1103个村的垃圾分类处理实施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十佳”“较差”乡镇、村（社区）季度

考评奖惩并进行通报，对眉山城区 34 个社
区实行一月一考核奖惩并进行通报。

“菜皮皮，烂果果，入池产气把饭煮；草
藤藤，树叶叶，堆沤还田能改土；剩下饭菜
别乱倒，家禽家畜解决了；建筑垃圾没处
放，筑路填坑来用上；塑料纸壳可回收，卖
点小钱打豆油；余下垃圾喜袋装，定点入池
来投放；电池药瓶有毒害，千千万万入黄
袋；垃圾分类要做到，资源利用见成效。”

这是在丹棱县农村随处可见的宣传垃
圾分类的顺口溜，也是眉山市调动基层和
广大群众自觉开展垃圾分类保护生态环境
的有效做法。

眉山市建立了“两级政府（市和区县）、
三级管理、四级联动”的“网格化”垃圾分类
处理管理模式。

各区县和乡镇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细化相应奖惩制度。仁寿县村村落实村庄
保洁、农户垃圾分类、垃圾清运、废品回收
以及乡村干部巡查监管系列管理责任机
制；不少乡镇建立了“乡对村、村对组、组对
农户”的垃圾分类考评奖惩机制。

同时，市和区县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办在区县城区强化暗访督查问责，坚持“一
次提醒、二次曝光、三次问责”监督机制，开
通环境综合治理“96198”热线投诉电话。
近年来，全市因环境治理工作不力处分 2
人，约谈100余人。

目前，眉山市 90%以上的行政村实现
了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达到“有齐全的
设施设备、有成熟的治理技术、有稳定的保
洁队伍、有长效的资金保障、有完善的监管
制度”的“五有”目标。

宁波市居住小区的垃圾分类主要分绿
蓝红黑四类，每一种颜色分别对应厨余垃
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及其他垃圾。对已
经覆盖垃圾分类的小区而言，居民分类的
基本要求是居民在领到两桶一袋（厨余垃
圾桶、其他垃圾桶、厨余垃圾袋）之后，在家
中实施厨余垃圾及其他垃圾的分类。

分好类的垃圾去哪儿

“王师傅，您这袋厨余垃圾袋里除了菜
叶、果皮，还混了许多纸巾和一次性包装，
应将它们分开装。”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景
湖水岸小区的陈阿姨告诉前来投放垃圾的
同小区居民老王。陈阿姨居住在景湖水岸
小区已经 5 年。2015 年 8 月份，该小区被
宁波市列入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宁波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
副主任胡柳说：“在完成分类之后，将两种
垃圾正确投放到小区对应的垃圾桶中。厨

余垃圾由专门的厨余垃圾收运车进行收
运，并运往宁波开诚生态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专门处置。其他垃圾由环卫部门收运，
然后到垃圾中转站进行压缩转运，最后送
往填埋场或焚烧厂。”

此外，每个小区会根据实际情况放置
可回收物桶及有害垃圾桶，居民可将家中
的大纸板箱等可回收物投到蓝色桶中。社
区鼓励和引导居民自觉将有害垃圾投放至
红色的有害垃圾桶中，待收集到一定量
后，由区城管部门进行统一清运并运送到
集中存放点。集中起来的有害垃圾再由环

保部门许可的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集中运
送至北仑环保固废处置中心进行无害化
处理。

一条条路线清晰、终点明确的分类处
置 路 线 ，使 4 类 垃 圾 都 有 了 各 自 的“ 归
宿”。但许多市民会认为，垃圾分好类后还
是被清洁人员混装在一起运走。

胡柳向记者解释：“小区内的许多保洁
人员对于垃圾分类理念不清楚，收运操作
不规范。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每
一环节都必须规范操作，如果其中一方掉
了‘链子’，分类的工作就白做了。”

据了解，为切实解决垃圾分类混收混
运问题，宁波市召开了中心城区生活垃圾
分类收运规范化作业现场会，会议明确要
求宁波市垃圾分类收运作业工作要规范居
住小区垃圾分类收运作业，加强保洁人员
的分类意识，全力保障市民的分类热情和
成果。

给垃圾袋打上二维码

为把垃圾分类好事办好，提高垃圾分
类的效果，宁波开始尝试推行二维码垃圾

袋。试点小区家家户户用的垃圾袋上都会
打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工作人员扫一扫便
能将每一袋垃圾追溯到源头，并可向后台
实时传输数据，为实施分类指导提供参考。

胡柳介绍，宁波市已开展垃圾分类的
社区，每户居民每月能够领到 31 个厨余
垃圾袋，小区督导员会利用手机终端扫一
扫垃圾袋上的专属二维码智能录入垃圾袋
领取信息，以此建立垃圾分类家庭电子档
案。社区的垃圾分类督导员采用抽检的方
式，通过手机终端扫描垃圾袋上的二维
码，进行分类质量的评估打分。打分等级
共分为“优良中差”，优等的评 90 分，若混
有其他垃圾，则由督导员根据实际情况依
次扣分。厨余垃圾照片及打分情况会实时
录入宁波市垃圾分类管理平台，再由后台
工作人员进行统计分析。

浙江大学对宁波中心城区厨余垃圾的
跟踪分析数据显示，从 2015 年开始实行
垃圾分类到如今，宁波市居民生活垃圾分
类质量已经提高了近20%。宁波今年垃圾
分类的目标是城区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要
达到80%，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
盖率要达到70%，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 及 学 校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收 集 覆 盖 将 达
90%。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宁波中心城区已
有 31 个街道 584 个小区共 31.81 万户居民
家庭参与了垃圾分类，城区垃圾分类覆盖
面达75%。

为杜绝小区垃圾混收混运问题，宁波
今年将完善厨余垃圾收运体系，并建立可
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收运模式，让旧衣物、
大件垃圾、园林垃圾、过期药品“去该去
的地方”。此外，宁波还加大力度建设垃
圾处置设施，全力推进“两厂五站”工程
项目建设，即市厨余厂要完成工程量的
50%，餐厨厂迁建项目完成土建主体结构
和设备安装，海曙、鄞州和镇海区 4 个生
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实现竣工，江北区生活
垃圾分类转运站工程进度达到60%。

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居民家中最多

的是前两类。政府推广垃圾分类，也就是要求大家把厨房剩余垃圾与其他生

活垃圾分开。可分好之后的垃圾去哪儿了？会不会又把两个桶里的垃圾倒

在一起？垃圾分类到底有什么意义？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宁波市的垃圾分

类进行了调查。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通

过村民对垃圾初步分类，每

人每月交一元钱的垃圾清运

费，公开招标垃圾清运承包

人，并采用“两次分类、源头

减量，市场运作、三方监督”

的办法，有效解决了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难题。

6 月 18 日，安徽池州市贵池区培土坡村的
荷花竞相开放。白色、粉色的荷花和绿色的荷
叶将古村落装扮得十分艳丽。 左学长摄

山乡荷花别样红

浙江宁波：

让垃圾去该去的地方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倪 骋

四川眉山丹棱县丹棱镇龙鹄村村民在认真观看垃圾分类宣传展板。 姚永亮摄

宁波市鄞州区景湖
水岸小区的垃圾收运车
正在收运分类好的垃
圾。

丁继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