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农业 201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15

秋收时节，在内蒙古商都县屯垦队
镇顺成公司村，农民李高亮正摆弄着从
甘肃定西引进的农田残膜回收机，“我种
的是覆膜马铃薯，人工捡拾残膜一人半
天也捡不了一亩地，如果用机械就快多
了，定西的这台设备据说一天能回收40
多亩地，我们试着跑了几天，效果虽没
有在甘肃时好，但还是能解决大问题。
难点是地膜薄容易碎”。随着地膜使用量
和使用年份不断增加，残膜造成的污染
也在累积。

莫让地膜成“地魔”

农膜是继种子、农药、化肥之
后的第四大农业生产资料。由于长
期重使用、轻回收，当前我国当季
农膜回收率不足三分之二，局部地
区地膜残留污染严重

“地膜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在农田
里完全自然分解要上百年，对环境有一
定影响，会带来土壤板结、出苗率低等
危害，但地膜覆盖却是北方广大旱作区
离不开的关键技术。”内蒙古农技推广站
站长孟德告诉记者，全区有 1.37 亿亩耕
地，但水资源严重匮乏，耕地亩均水量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无霜期
只有 100 至 130 天，热量偏低。而地膜
覆盖技术具有保温增墒、抗旱节水等特
点。“可以说，离开了地膜，内蒙古不可
能每年为国家贡献250亿斤商品粮。”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农调队2015年
统计数据显示，全区地膜覆盖面积1772
万亩，地膜使用量为 69669 吨。覆膜农
田土壤均有不同程度地膜残留，连续覆
膜超过5年的农田亩均地膜残留量为3.12
公斤，局部地区残留量高达每亩 18 公
斤。

农膜是继种子、农药、化肥之后的
第四大农业生产资料。我国农膜年总用
量达260多万吨，其中地膜用量为145万
吨。地膜覆盖技术“装满了米袋子、丰
富了菜篮子”，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
要贡献。但是，由于长期重使用、轻回
收，当前我国当季农膜回收率不足三分
之二，局部地区地膜残留污染严重。残
膜弃于田间地头，被风吹至房前屋后、
田野树梢，影响村容村貌。

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严昌荣说，近年来，覆膜
农田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局

部地区亩均残膜量达4至20公斤。残留
地膜破坏了土壤结构，影响作物出苗，
阻碍根系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地膜
残留降低播种质量，阻止农作物根系生
长，影响水分和养分吸收。推进农膜回
收，有利于提升产品品质，提高农业生
产效益；生产再生塑料制品，有利于资
源节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厚膜回收已成产业链

会宁县地膜回收利用已形成一
条产业链。当地农户已普遍使用高
标准地膜，实际上农户每亩投入成
本约70元，而回收旧膜可得约11元
的补偿，加之地膜覆盖实现粮食增
产，平均每户旧膜增收可达 200 至
300元

记者了解到，超薄地膜的长期大量
使用是造成地膜残留的最重要原因。一
般来说，残膜含杂率 50%以下才有回收
价值，所以必须要用厚膜，否则残膜的
机械化回收和工厂化加工就很难实现。
而地膜是按重量销售的，在同等覆盖面
积下，地膜越薄，亩均使用成本越低，
导致此前厚度小于0.008毫米的地膜在很
多地方颇受欢迎。由于超薄地膜易碎，
人工捡拾清理的难度非常大，同时目前
市场上的机械难以满足残膜回收的需
求，农膜残留也就越来越多。

“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传统农用
地膜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可替代的农
资，这就要求废旧地膜残留防控还是要
坚持走提高地膜质量标准、提高回收率
和资源化利用的路子。目前甘肃省已累
计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 3.69 亿元，
2016年全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率已达到
78.6%。实践证明，废旧地膜的回收不
难，关键是要持续发展。”甘肃省农业厅
副厅长杨祁峰说。

秋收时节，在甘肃省会宁县德维塑
业有限公司，来厂区送废旧地膜的车辆
络绎不绝。公司总经理陈德林说，废旧
地膜加工的再生颗粒一直销路很好，在
政府的支持下，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废
旧地膜的收购量也越来越多。据介绍，
废旧农膜的主要利用方式有两种：一种
是将农膜粉碎、清洗后，通过热融、挤
出生产再生塑料颗粒，之后深加工为聚
乙烯管材、塑料容器、滴灌带等；另一
种是将农膜直接粉碎，混合一定比例的

矿渣，加工生产下水井圈、井盖等再生
产品。

会宁县地膜回收利用已形成一条产
业链。有规模以上加工企业2家、初级加
工企业8 家，乡村回收点28 个，常年从
事废旧地膜收购的流动商贩约有 50 多
人。回收企业以合理的价格敞开收购，
激发了农民捡拾交售的积极性。当地农
户已普遍使用0.01毫米高标准地膜，亩
均投入地膜7.5公斤，国家和省级补贴2
公斤，其余5.5公斤地膜由农民自筹，实
际上农户每亩投入成本约70元，而回收
旧膜可得约11元的补偿，加之地膜覆盖
实现粮食增产，平均每户旧膜增收可达
200元至300元，捡拾交售废旧地膜已成
为市场行为。

地膜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是一项系
统工程。2013年，甘肃省政府出台规范
性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淘汰难以回
收的超薄地膜。2014 年 1 月，全国首部
关于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的地方性法规

《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 施行。
2016 年 5 月，新疆正式实施 《农田地膜
管理条例》，两省区的条例将多年来的管
理经验上升到了法规层面。2017年，农
业部在甘肃、新疆和内蒙古建设 100 个
地膜治理示范县，加厚地膜全面推广使
用，回收加工体系基本建立，示范县当
季地膜回收率达到 80%以上，率先实现
地膜基本资源化利用。

系列难题仍待破解

地膜回收治理面临着缺标准、
缺政策、机械回收难问题。一方面
我国要加快可降解地膜等新型产品
的引进试验，推进新型地膜产品由
试验研究走向示范推广；另一方面
要在生产端或销售端给予生产厂商
或农民补贴，提高推广使用可降解
地膜的积极性

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说，地膜
回收治理已经起步，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还面临很多困难。一是缺标准。虽然
新疆、甘肃等地出台了地方标准，并借
助相关条例来推动标准执行，但是目前
国家层面执行的地膜标准仍然宽松，超
薄地膜仍在大量使用。二是缺政策。由
于缺乏优惠政策，加之受塑料再生品价
格持续走低、人工捡拾成本不断攀升的
影响，回收加工企业没有盈利空间，难

以为继。三是机械回收难。目前大部分
地区地膜回收主要以人工捡拾为主，地
膜机械回收技术还不成熟，没有很好地
解决回收率低、与秸秆和土壤分离等问
题，回收作业成本高、效率低。

业内专家认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
属微利行业，应尽快研究制定对废旧地
膜回收加工企业的扶持优惠政策，如扩
大资源再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在用
水、用地、用电及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
等，逐步健全废旧地膜回收加工网络，
扶持建设一批废旧地膜加工和收购网
点，鼓励地膜生产企业回收废旧地膜，
推广“谁销售谁治理”“旧膜换新膜”政
策试点，鼓励农民和农机服务组织回收
旧地膜。

今年，农业部在甘肃、新疆选择4个
县探索建立“谁生产、谁回收”的地膜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试点，由地膜生产
企业，统一供膜、统一铺膜、统一回
收，地膜回收责任由使用者转到生产
者，农民由买产品转为买服务，推动地
膜生产企业回收废旧地膜。同时，在甘
肃、新疆、内蒙古三省区，选择 100 个
用膜大县，调整相关项目资金使用方
向，变补使用为补回收，推动建立经营
主体上交、专业化组织回收、加工企业
回收等多种方式的回收利用机制。

加大科研攻关，推动可降解地膜
使用，也是业内主攻的一个方向。目
前，有关部门已建立了国家农业废弃
物循环利用创新联盟和农膜污染防控
重点实验室。采用农、企、科协作的
方式，组织 6 个科研单位、24 家全国
主要生物降解材料生产企业，开展可
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兰州金土地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已成功研制生产出接近
欧盟农业覆盖材料标准的高强度环保
地膜，完全满足机械化覆膜作业、机
械卷膜回收的要求。

据了解，可降解地膜成本较普通地
膜高，农民亩均使用成本增加 100 元左
右，使推广应用受到限制，这是现在可
降解地膜不易大规模推广的主要原因。
同时，可降解地膜降解过程受环境影响
大，难以满足不同作物生长周期不同的
需求。专家建议，一方面要加快可降解
地膜等新型产品的引进试验，推进新型
地膜产品由试验研究走向示范推广；另
一方面要在生产端或销售端给予生产厂
商或农民补贴，提高推广使用可降解地
膜的积极性。

农业部推进农膜回收行动——

治理“白色污染”要综合施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⑤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工作。要贯彻落实这一精
神，必须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来抓，着眼新时代，立足新要求，拿
出新举措。当前，要结合农业面源污染具有
分布广、浓度低、形成机理复杂、多数可降
解可利用等特征，运用系统学的方法，从源
头控制、循环利用的角度出发，从产业布
局、农耕技术推广、防治设施建设等入手，
促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新进展。

要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作为农业可
持续发展工程来抓。就重庆而言，种植业
与养殖业脱节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主
因，虽然全市1亩耕地面积存栏畜禽不到
1头生猪当量，但长期以来，特别是农村大

量劳动力转移以后，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农民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土壤酸
化，有机质减少，地力下降；养殖业单体规
模偏大，布局不合理，粪污集中排放，对环
境造成较大影响。种养业布局脱节，农业
系统内部自身资源循环不畅，造成局部环
境负担偏重，形成较突出的农业面源污
染。所以，必须把过去以产业链发展为纽
带的农业产业布局思路调整到以环境资
源要素为纽带的产业布局思路上来，打通
农业生产内部资源循环链。

要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作为保护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工程来抓。重庆市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库区人均耕地面
积少，土地利用强度大，化肥农药施用量

也较大，山地多，水网密集，水土流失严
重，容易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因此，必须
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纳入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要内容，突出“防”和“用”两个重
点。“防”，重点在于加强农业投入品的管
控，充分应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绿色防
控技术等综合农耕措施，从源头控制农业
投入品对环境的影响；“用”，重点推广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对于可降解的
农业废弃物，就地转化为有机肥还田，作
为培育和改善土壤有机质原料，实现资源
循环利用。

要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作为加快建
设农业农村生态文明的工程来抓。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要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

步进行。当前，要从农村环保设施投入
少、设施不完善、收运处理系统不健全等
导致农村脏乱差的主要短板入手，加强农
业投入品管理，科学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
使用；加强农村白色垃圾收集处理，推动
城镇垃圾收运系统向农村延伸，尽快形成
农村垃圾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县
处理的收回体系；按照“谁生产、谁销售、
谁回收”的原则，落实农药等有毒有害物
品包装瓶（袋）回收的主体责任；启动农村
垃圾分类试点，对有机废弃物实现就近就
地资源化利用，对无机垃圾进行统一回收
处理，同时要加快完善农村环保设施建
设，补足短板，建立农村环保长效机制。

（作者系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切实防控农业面源污染
高兴明

又到了收获季节，在辽
宁省昌图县亮中桥镇亮中村
的一块玉米地里，只见沉甸
甸的玉米棒子坠得玉米秆直
不起腰。盛泰农机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盛铁庸告诉记者，
再过几天就要收割了，农民
们坐在家里等着送钱就行
了。原来，今年盛泰农机专
业合作社与当地村民签订了
近 8000 亩 的 代 耕 代 作 协
议，合作社收取一定的费用，
村民们也可以降低生产成
本，坐享先进生产技术带来
的实惠。

盛泰农机专业合作社今
年从收割机“吐”出的不再是
玉米棒，而是金灿灿的玉米
粒。收割、摘穗、脱粒等工序
一次完成，秸秆被粉碎后就
地还田。

现在，昌图农民更会算
账了：春天玉米机械精播，每
亩地仅种子钱就可节省 20
元；秋天玉米机械收获花钱
不比雇人工贵，还省时省力
……

以前，有的农民为了来
年农田方便耕作，想方设法
把地里秸秆清理掉，这样做
损失了大量的有机质，采取
焚烧的方式还会发生火灾，
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
污染环境，如今，这种情况被
完全改变了。盛铁庸介绍，
他们现在有5种模式应对秸
秆问题：大垄双行，秸秆打
碎，深翻，打包和全部拉走。
目前来看，效果最好的是大
垄双行。

玉米大垄双行种植技术就是把原来 2 条 65 厘
米宽的小垄合并成 130 厘米宽的大垄，即把原来
65 厘米均匀行距变成窄行行距 40 厘米、宽行行距
90厘米的不均匀行距种植。通俗的说法就是：两垄
并一垄，一垄种双行。

因为大垄双行收获时留高茬30厘米左右或者
秸秆粉碎还田，第二年春季用免耕播种机在90厘米
的宽行内播种，40 厘米的窄行就可实现保护性耕
作。由于在大垄双行上种植了行距为 40 厘米的 2
行，使大垄之间的玉米行距达到90厘米，因此，每行
玉米都是边行，增强了其通风透光的能力，植株的光
合作用明显提高，从而达到根深叶茂。因作物产量
的95%来自光合作用，仅5%来自土壤和施肥等，采
用大垄双行种植有效地增强了根系吸收土壤深层水
分和养分的能力。由于采用大型机械作业，一次可
完成多项作业，减少了拖拉机的进地次数，降低了作
业成本，每公顷可节约成本500元。

“亩产高10%，施肥少10公斤，还环保，从今年
开始，昌图县全面推广这一种植模式。”昌图县农机
局局长丁文波说，近年来随着机收率的上升，玉米秸
秆散落田间，春秋机械化整地前，农民不得不大量焚
烧秸秆，这样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还破坏
了土壤营养，同时，机收地块多次被碾压，导致土地
严重板结，给粮食生产带来严重影响。针对这一问
题，县农机局制定了玉米秸秆综合利用田间机械化
处理技术实施方案，并得到了省农委农机主管部门
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昌图县已被农业部确定为保护性耕作技术创新
与集成示范推广项目县，确立了全秸秆粉碎还田覆
盖和秸秆部分粉碎还田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全秸秆粉碎还田模式集成了玉米机械化收获秸秆粉
碎还田、秋季秸秆二次粉碎全秸秆还田覆盖、秋季高
性能深松机整地或缺口重靶表土处理和密植玉米品
种宽窄行免耕播种技术。

日前，辽宁省农机技术推广总站在昌图县召开
全省玉米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化技术现场会，总结推
广昌图县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中的做法和经验。

“籽粒直收的玉米经加工或烘干即可直接入库
储存，0.06 公顷地能节约成本 100 元左右，这就相
当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盛铁庸说。

昌图县玉米秸秆年产量巨大，约有180万吨，玉
米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化技术模式使得平均每亩增产
100公斤左右，平均每亩提高经济效益80元以上，
达到了有效利用玉米秸秆、培肥地力的效果，获得了
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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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农业部提出了“农业绿

色发展五大行动”，其中之一就

是以西北为重点的农膜回收行

动。要求以棉花、玉米、马铃薯

为重点作物，以加厚地膜应用、

机械化捡拾、专业化回收、资源

化利用为主攻方向，在甘肃、新

疆、内蒙古等地区建设100个治

理示范县，连片实施，整县推进，

综合治理
北京市顺义区的水肥一体化试验示范工程基地。该基地由诺贝丰农业有限公司与水利部节水灌溉示范基地联合建立，除进行地

膜覆盖、膜下滴灌技术展示外，还较好地解决了相关地膜的回收问题。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11月11日，上海市崇明岛国际乡村定向赛暨农
产品嘉年华在崇明区港西镇举行。本次定向赛以
农业为载体，通过在乡村田野间设置任务，实现“农
业+旅游、农业+体育、农业+文化”的融合发展。
图为一组参赛家庭正在努力捆扎脱粒后的稻草。

张 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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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农业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