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沛县从“垃圾靠风刮”到“分类储运忙”

新农村建设有了好“标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海燕

江苏沛县是全国首

批 100 个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

县之一。从过去“垃圾

靠风刮”，到现在“分类

储运忙”，这个苏北小城

积极补齐农村环保服务

“短板”，建设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体系，既

改 变 了 农 村 的 环 境 面

貌，也带来农民生活方

式的变革

整洁的乡村、绿意盎然的湿地、
清澈见底的河流……走进江苏沛县，
干净整洁的村风村貌让人眼前一亮。

沛县城乡环境巨变的背后，是以
“绿色思维”构建起的生态经济发展
路径和框架。

近年来，沛县以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为抓手，不断加强农村环境整治，
如今，天蓝地绿、水清村美、生态宜
居的农村生活环境在沛县已经成为
现实。

农庄变身别墅区

几年前，在沛县任庄村，每家
房前屋后都有一个垃圾堆。每到春
播秋种施肥时，草木灰、果皮蔬
菜 等 垃 圾 就 被 挑 到 农 田 里 做 肥
料，而废弃的灯泡、塑料制品、
纸张等生活垃圾，或倾倒在马路
上，或堆积到河沟边。一有大风天
气，垃圾满村飞舞，河沟里飘浮着
各种塑料袋……

现在，走进任庄村，感受到的是
整洁有序、休闲安逸的农家生活。过
去在道路、河流、坑塘边留下的一堆
堆垃圾，已被一簇簇赏心悦目的绿植
取代，小村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别

墅区”。
村民们告诉记者，目前任庄村有

6名保洁人员，负责每天清扫道路和
转运住户的垃圾到村头中转站。此
后，垃圾再由中转车辆转运出村进行
集中处理。保洁员张凤枝告诉记者，

“以前路边、河沟的垃圾特别多，现
在几乎没有垃圾。而且，看到环境变
得这么干净，大家都自觉不乱丢垃圾
了”。她说，自己每天的主要工作就
是清理收运住户门前的分类垃圾。

任庄村的环境变化是沛县进行
农村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沛县全
面推行农村生活垃圾上门收集，实
现全环节对接，已经建成了覆盖全
部自然村的“户分类、组保洁、村
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收
运体系。全县乡镇全部进入国家生
态乡镇行列，任庄村、草庙村等 5
个村庄成为“国家级生态村”。

垃圾有了好去处

近年来，沛县大屯街道安庄村的
老党员唐士营有了一项“新工作”：
负责村里分类垃圾的称重、记录和奖
品发放。

每天早晨7点，唐士营就开始推

着垃圾分类车走家串户，随车的还有
一杆秤和一本笔记本。剩菜剩饭、菜
叶果皮、变质瓜果、动物内脏等属于
可堆肥垃圾，称重、记录评价后，倒
进可堆肥的垃圾箱里；卫生纸、塑料
袋、废旧衣物、一次性餐具、烟头等
属于其他垃圾，倒进其他垃圾箱。

为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老唐
每周通过“点赞”，对村民进行考
核评比。“点赞”的标准根据每户
可堆肥垃圾的重量和分类情况决
定，可堆肥垃圾越重、分类情况越
好的，“点赞”的次数越多，反之
则越少。“点赞”结果公示在垃圾
分类考核评比荣誉栏上。按规定，
每公斤生活垃圾算1分，满10分即
可兑换洗洁精、毛巾等奖品，每周
进行一次奖励。“通过积分兑奖，
既能鼓励村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
巩固现有成果，还能让没兑到奖的
村民看到差距，进一步提高垃圾分
类的积极性。”唐士营说。

凭一周积攒的积分，居民唐秀全
领到一瓶洗洁精和一块肥皂，虽然奖
品不值多少钱，但她很开心，这是对
她每天认真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肯
定。她对记者说：“我每天都把剩饭
剩菜、菜叶果皮和变质瓜果倒在门前
写有‘可堆肥垃圾’的垃圾桶里，积
分自然就高。”

分好类的垃圾各有各的“归
宿”：可堆肥垃圾送至生活垃圾分类
处置中心进行处理，产生有机肥料；
其他垃圾统一密闭转运至县焚烧发电
厂作无害化处理，从而实现了生活垃
圾日产日清、应收尽收。

安庄村党支部书记宁道龙说，为
了提高垃圾处理效果，村里投资13
万余元，建起了阳光堆肥房，采用太
阳能集热式供暖技术加速生活垃圾腐
烂。阳光堆肥房建筑面积约70平方
米，内建发酵池4个、储料池2个，
配备垃圾粉碎机1台。他告诉记者，
这些菜叶果皮和枯枝烂叶放进去经过
一段时间发酵之后就会成为上等的农
家有机肥。

据介绍，为了方便村民对生活垃
圾进行分类，沛县城管局为各试点村

采购了垃圾分类桶2万余套，还为具
体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保洁员配备了
分类电动三轮保洁车，并积极落实阳
光堆肥房的选址、建设等工作。

生活方式的大变革

为 推 动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
2011年底，沛县出台了《关于建立
城乡垃圾收运体系的实施方案》等解
决镇村垃圾和污水处理的文件，规定
处置垃圾的经费来源采取“三个一”
的办法，即“县里补一部分，镇里拿
一部分，各村缴一部分”，为乡村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提供了政策制度保
障。而各村村民交纳的垃圾处理费，
每人每月只需1元钱。沛城街道分管
负责人说，要求缴纳1元钱，目的是
希望唤起村民爱护家园的意识，并对
保洁发挥监督作用。

与此同时，沛县按照“户分类
投放、村分拣收集、镇回收清运”
的有机垃圾生态处理体系建设要
求，先后建成13个垃圾生态处置中
心。在这个体系中，生活垃圾进厂
量由原来每天不到200吨增加到目
前的近700吨；垃圾处理方式由原
来以填埋为主转变为焚烧发电。每
年消减农村生活垃圾量约 5 万吨，
日处理农村可堆肥垃圾能力达到
136吨，按目前生活垃圾处理费48
元/吨计算，每年可节省资金300余
万元，同时可生物降解成有机肥近
1万吨，经济效益约500万元。

“体系建立了，长期运行还要有保
障。”沛县县委书记李淑侠说，沛县
按照人口1.5‰的比例，组建了村庄
保洁分拣队伍，配备了村级保洁分拣
员2286名。很多老党员、老干部义
务担任起环境卫生督察员、垃圾分类
员，共同维护村庄的生态环境。“同
时，还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完善
督查考核机制，加快终端处置设施的
投入与建设，确保两年内实现农村生
活垃圾处置体系的全覆盖，使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与分类的群众基础越来越
牢固，让天蓝地绿、水清村美、生态
宜居的城乡生活环境常驻。”

上海海关查获废旧塑料“洋垃圾”。 本报记者 沈则瑾摄

江苏沛县大屯街道安庄村垃圾分类收集员定点定时收集村民可堆肥垃圾，并进行称重和记录，给予积分。
朱继超摄

5月19日深夜，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一名身材矮胖的中年男子通
过边防安检，走向登机口候机。该
男子的目的地是泰国，但略显紧张
的他却在距离自己航班登机口稍远
的地方停了下来，几圈踱步后拿出
手机开始通话。听到通知旅客登机
的广播后，男子似乎松了一口气，起
身准备登机。

就在此时，两位身着便装的海
关缉私警察拦下了他，一看到缉私
警察出示的证件，男子身体一紧，嘟
囔了几句“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便不
再说话。这名男子正是上海海关最
新破获的“洋垃圾”走私案的犯罪嫌
疑人之一王某。

随着全国海关频频重拳出击严
打“洋垃圾”走私，从事“洋垃圾”走
私的王某越来越感到不安，这次原
本计划前往泰国躲避风头，没想到
在国门线上还是被海关缉私警察逮
了个正着。

王某的被捕拉开了上海海关打
击“洋垃圾”走私“蓝天 2018”专项
行动第三次集中收网行动的序幕，
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悄然张开。5
月22日，随着上海海关缉私局负责
人的一声令下，海关缉私警察兵分
几路，快速收网，捷报频传。

清晨 5 点多，上海海关缉私警
察在一小区内成功抓获了酣睡中的
走私犯罪嫌疑人吕某。从 21 日傍
晚至被抓前，吕某先后在某商圈、某
棋牌室留下足迹，就在他回到住所
入睡后，盯守多时的海关缉私警察
快速出击将其抓捕。

上午 7 时，上海外高桥港区码
头，上海海关一举查获共计19个集
装箱的疑似“洋垃圾”。集装箱被一
一打开，400 余吨的废旧塑料让人
触目惊心。海关缉私警察初步查
明，这些废旧塑料是走私犯罪嫌疑
人朱某企图通过伪报品名的方式走
私进境的“洋垃圾”。

吕某、朱某和前几天在浦东国
际机场被拦下的王某一样，都是涉
嫌“洋垃圾”走私的犯罪嫌疑人。据
介绍，5月19日至5月22日的行动

期间，上海海关共出动缉私警察
200 余人次，成功抓获走私犯罪嫌
疑人13名，刑事立案2起，查扣“洋
垃圾”1400余吨。

2018年1月起，我国正式施行
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今年以
来，上海海关根据海关总署统一部
署，进一步加大打击“洋垃圾”走私
力度，借助大数据对“洋垃圾”走私
实施精准打击。

在对上海口岸进出口情况排摸
监控中，上海海关工作人员发现，1
月份开始凭许可证申报的限制类废
塑料进口量明显下降，但与此同时，
无需许可证即可申报的再生塑料粒
和次级塑料板的进口量激增。这一
高度关联却又此消彼长的异常数据
曲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海关缉私警察随即运用多种数
据分析手段，大量调取数据进行比
对，并对再生塑料粒进口数据及海
运订舱数据进行重点分析。通过海
量数据分析，最后异常点指向某贸
易公司及关联公司。王某、朱某、吕
某等人就这样进入了上海海关缉私
警察的侦查视野。

调查显示，2017年10月以来，
王某、朱某等犯罪嫌疑人涉嫌以伪
报品名方式走私进口废塑料2.8万
余吨。王某在日本、韩国揽货后运
往他在泰国开设的工厂。朱某负责
办理走私进境通关手续，采取伪报
品名方式将“洋垃圾”废塑料伪报成
塑料板材、塑料薄膜、塑料颗粒等，
假借其他嫌疑人名下的进出口公
司、贸易公司和塑胶制品公司名义，
委托上海某货运代理公司向海关申
报进口，并以所谓“包税”的方式，对
伪报进口的“洋垃圾”收取每吨
1000 余元的手续费。王某等人还
作为国内货主在境内收货后再进行
销售牟利。

上海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打
击“洋垃圾”走私是打赢蓝天保卫
战、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一环，上海
海关将继续综合运用包括大数据分
析在内的技术手段，全力以赴，对

“洋垃圾”走私实施精准打击。

上海海关

用大数据精准打击“洋垃圾”走私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报道：日
前，大连海关在大连、鲅鱼圈等地
开展行动，打掉 1 个利用他人许可
证走私进口固体废物的犯罪团伙、
查获1起伪报品名走私进口废牛皮
案件。

依托大数据平台，大连海关发
现，2016年至2017年底，大连根秋
物流公司吴某团伙居间联系持证单
位和无证单位，将无证单位在日本
等境外购买的废塑料货物利用他人

《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报关进口，
骗取海关通关。同时，该团伙还负

责为货主制作部分假的《装运前检
验证书》和《国外发货人证书》。经
初步统计，该团伙在大连关区走私
进境废塑料共计40余个集装箱，总
重1000余吨。

此外，大连海关隶属鲅鱼圈海
关近日移交案件线索，称青岛某公
司委托大连某货运代理公司鲅鱼圈
分公司向鲅鱼圈海关申报进口一票
非整张牛皮块皮，重量为50.76吨。
经查验并鉴定，该票货物实际为皮
革边角料，系我国禁止进口货物，涉
嫌伪报品名走私进口废牛皮。

大连海关

查获废牛皮走私进口案

方法切合实际效果才有保证
王胜强

我的老家在湖北农村，那里土地
肥沃，水网纵横，属于经济较发达的
地方。近些年，硬化道路修到了家门
口，家家盖起了小楼。乡亲们腰包鼓
了，对人居环境有了更高要求。

几年前，村里大力实施环境治理
工程，着力解决生活垃圾处理问题。
当时的具体做法是，由村里统一出资
修建垃圾池，全村共十来个；各家的
生活垃圾集中到垃圾池，之后再由专
车运走。

但从具体实践来看，这个做法的
效果却不甚理想：垃圾池里没见多少
垃圾，倒是各家各户的门前屋后又堆
上垃圾了。与乡亲们交流，发现原因
有二：一是多年的习惯不好改，二是
不方便。“垃圾池离得远，每次倒垃

圾，都要提个垃圾桶走好远，还不如
就近倒了完事。”大家都这样说。

近期，我又回了趟老家，发现这
个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每家门口配
了一个相同规格、印有统一编号的塑
料垃圾桶；每天早晨会有一辆手扶拖
拉机挨家挨户来清运垃圾。

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以前的办
法不符合实际，所以效果不好。现在
也是村里出资，给每户配一个大号垃
圾桶，每户每年掏120元的垃圾清运
费，把清运工作承包给本村的王老伯
父子。既把活干了，钱还没流到外人
口袋，两全其美。这个办法实施一年
来，效果很不错。

街坊邻居也对这个办法比较满
意，垃圾桶就在自家门前，倒起来方

便；每年掏的钱不多，清运很及时，实
实在在解决了问题。

村党支部书记说，120元这个标
准也是相当有学问的，高了不行，许
多农户不愿意掏；低了也不行，请不
到人干活。村里也是反复征求乡亲
们的意见，最终才达成共识。

负责垃圾清运的王老伯今年50
多岁，与儿子在家搞蔬菜大棚。他给
我算了笔账，每天清运垃圾要一个半
小时，早点起，完全不耽误干农活。
全村70余户，每年清运费近万元，除
去油料成本，净得8000元。“你说划不
划得来。”王老伯说。

美丽中国建设，广大农村不能缺
位。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
广大农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生活垃圾清运是个
绕不开的话题。这种“村里掏点、农
户出点、清运包给本村农户”的做法
很切合实际，解决了几个关键性问
题。一是有人搭台。垃圾清运是个
大事，没有村里的统一推动，很难做
成。村里出资买垃圾桶相当于搭好
了台。二是持续唱戏。垃圾清运不
是一锤子买卖，每天都要做，需要持
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如果村里包干，
财力不允许，每户每年掏120元钱，大
家都能承受。

老家的做法探索出了一个可行
的模式，解决了农村垃圾处理谁组
织、谁来干、钱从哪儿来、怎么持续等
问题。这个模式不一定适合每个村
子，但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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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海关

严格落实查验固废“三个100%”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

张丽媛报道：今年以来，济南海关铁
拳出击，多策并举，严格落实固体废
物“三个 100%”查验制度要求，联
合环保部门全面开展监管场所、查
验场地环保风险大排查，加大对进
口固体废物单证审核力度，加强对
进口固体废物监测预警分析，定期
跟踪反映进口固体废物动态变化情
况，让“洋垃圾”无处遁形。

近年来，济南海关多次开展打

击“洋垃圾”专项行动。2017 年 6
月，济南海关隶属淄博海关对73.9
吨超标造纸原料办理了退运手续，
3 个 40 尺集装箱超标造纸原料被
退回出口国美国。

济南海关缉私局副局长段家辉
表示，“洋垃圾”走私是海关打击的
重点，济南海关坚决将“洋垃圾”拒
之国门之外，维护山东健康的外经
贸秩序，为守护青山绿水、打造绿色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作贡献。

江苏沛县大屯街道安庄村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准备将新垃圾分类桶免费送
至各家各户。 胡传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