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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丹东

添绿，生态底色更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允强

辽宁省丹东市素有“北国江南”
美誉，南临黄海，发源于长白山的鸭
绿江由此入海，沿海、沿江、沿边，是
全国独一无二的“三沿”城市。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丹东的森林资
源非常丰富，素有“辽东绿色屏障”之
称，是辽宁省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林地变
更成果数据显示，丹东市现有林业用
地面积 1540.2 万亩，其中林地面积
1497.15 万亩，居全省第一位；丹东
境内已发现植物 1841 种，野生动物
422种。

除了大自然的馈赠外，人为添绿
让丹东的生态底色更浓。

守护好每棵树

6 月末，天气转热，位于宽甸满
族自治县的天桥沟森林公园却清爽
宜人。游走在山林间，仿佛畅游在天
然氧吧中。森林公园的植物区为长
白山和华北两大植物区系的过渡带，
木本植物、草本植物丰富，这里是天
然的植物家园。

景色宜人的背后，是丹东为林业
资源保护戴上“紧箍”——不断完善
巩固林业生态建设成果，重点实施

“青山工程”等一批重大林业建设项
目；加强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建设与修
复，全市共建立 14 个自然保护区和
林业保护小区。

与此同时，丹东尽最大努力做
好预防、打击各类涉林违法犯罪活
动工作。目前，以打击各类涉林违
法犯罪活动、森林火灾防控、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为主要内容的林业管
护工作正在进行。丹东市组织建立
市、县、乡镇、村组、护林员、林
农六级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逐步实
现法规管林、全民护林的长效机
制，联合木材检查站、乡镇林业
站、村组干部同林业公安一道承担
森林资源的管护责任。

“每天巡查近500亩地。我已经
管护这片林子30年了。”张仁财是凤
城市爱阳镇林业工作站的队长，他和
全市2000多名护林员一道，精心保
护着丹东的森林资源。

“林区‘四乱’的防控力度还在加
大，我们要‘零容忍’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行为，守护好丹东的青山绿水。”丹
东市林业局相关领导表示，丹东市决
心针对砍伐、运输、销售、加工各环节
进行整治，斩断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利
益链条。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丹东的魅力

之源，也是百姓宜居乐居幸福生活的
根本所在，更是丹东可持续发展的天
然优势和不竭动力。“凡是对环境有
不利影响的项目一律不引，凡是环评
不达标的项目一律不批，凡是有可能
产生污染的项目一律不上。”为了守
住这道不可逾越的生态红线，丹东近
几年累计淘汰关闭900 余家污染企
业，建成并运行城镇污水处理厂 5
座。如今，丹东境内鸭绿江下游水质
各项理化指标检测数值均达Ⅱ类水
质标准。与此同时，《辽宁省海洋环
境状况公报》显示，鸭绿江口海域环
境污染程度逐年降低，近岸海域环境
质量普遍达到清洁海域水平，符合国
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保持了海洋生
物种类多样性。

走绿色发展路

“守住这片山林，就是守住一个
绿色银行。”宽甸县振江镇大青村的
王广宝有一片板栗园，近年来通过改
良板栗品种、栽种红松、复合经营发
展林下经济，收益甚好。

“三年前，这里还是座废弃矿山，
现在建了休闲观光区和生态农业区，
油菜、桃树和向日葵开花时可美了。”
东港市北井子镇徐坨村村民告诉记
者，他们经常会到家门口的田野主题
公园走走。在这之前，村民很难想
象，曾经岩石裸露、坑洼不平的地方，
如今焕然一新成了公园。

秉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丹东
正迈开大步，走定绿色路、算清绿色
账、打好绿色牌。

丹东加大了特色林业产业基地

建设和林下经济建设。全市林业产
业种植面积发展到500多万亩，逐步
形成了以板栗、红松果材林、榛子、猕
猴桃为主导的经济林产业和林药、林
菌、林菜、林畜为特色的林下产业发
展格局。其中主导产业板栗 202 万
亩、红松果材林 86 万亩、榛子 9.5 万
亩、猕猴桃2.8万亩；林下经济中，以
林下参、玉竹为主的林下中药材种植
总面积 51 万亩，食用菌面积 2.8 万
亩，以刺龙芽、大叶芹为主的山野菜
栽培面积53万亩，以林蛙、笨鸡等为
主的林下养殖存栏量1.5亿只，其中
林蛙年产量达1亿只，成为东北重要
的林蛙养殖基地。

今年，丹东市还将新增特色经济
林和林下经济开发面积1.16万亩。

丹东还扶持和培育林业产业龙
头企业及合作组织建设。全市有林
产品加工企业410家，其中龙头企业
35家，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元
规模以上的林产品加工企业9家；林
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到539家，其中省
级以上合作社 11 个，包括国家级 4
个，入社社员13.4万人。

打造绿色家园

从4月份开始，丹东园林绿化工
人开始全面行动，将街道两旁枯死的
树木移走，挖坑栽植银杏和法国梧桐
等树木。今年丹东继续开展全民共
建生态绿色家园活动，动员城区各级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沿街
商铺、社区居民等各界力量，开展形
式多样的建绿、植绿活动。计划到
2020 年，实现市区内基本无裸露地

面，街路行道树生长整体茂盛，居住
区、公园等各类绿地景观优美，城市
内河护岸生态自然整洁。

“街路沿线行道树整齐旺盛，公
园和各类绿地景观优美，城市内河护
岸生态自然整洁，居住小区和单位庭
院再无裸露地面。点、线、面有机结
合的城市绿化体系基本形成，广大市
民走出家门，300 米内可以见绿，
500米内能够入园。”这幅城市图景，
丹东决心在 3 年内将它变成现实。
按照《丹东市城市建设三年（2018-
2020）行动计划》和《丹东市共建生
态绿色家园活动实施方案》，丹东市
将本着“沿路建绿、沿河布绿、见缝插
绿、裸土覆绿”的原则，逐步把丹东建
设成绿地分布合理、生态系统健全、
环境优美、风景秀丽的宜居城市。

这一总体布局，点明了城区绿化
进一步深挖潜力、增量提质的方向
——眼下在丹东城区，不少街路沿线
都存在行道树缺株、绿地规格参差不
齐的情况。在部分街路两旁，还有裸
露的地面、弃管的花坛绿地，以及一
些废弃工地、废弃的铁路沿线。此
外，部分单位小区的庭院也还有广阔
的覆绿空间。

“尽量栽植体现丹东特色、适合
本地生长、生命力旺盛、维护成本较
低、便于管理的乡土植物，宜花种花，
宜草栽草，宜树植树，不流于形式、不
千篇一律”是丹东落实共建生态绿色
家园活动实施方案的指导原则。

丹东为此实行的“绿色图章”制
度引人注目。“就是尽快完善和编制
城市园林各专项规划，全面执行新建
项目规划绿地率的国家标准，按出门

‘300 米见绿，500 米入园’的原则，
增加城市街头各类休闲绿地、游园广
场和道路环岛的绿地规划建设。”丹
东市住建委园林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举不仅可以有效保护现有绿化成
果，扩大城市绿化规模，也能均衡城
区的绿化分布，满足市民对多样化绿
化景观的审美和体验需求。

在改革园林绿化管理体制、机制
方面，丹东也有大的突破——着手推
行“定岗、定工作量、定标准、定经费，
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园林绿化养
护作业制度；逐步引入市场机制，由
政府购买服务，提高工作效率和管
理水平。“这将使建设和管理的权责
更加明晰，有利于提高园林养护的专
业水准，实现对城市绿地的科学精
细管理。”丹东市住建委园林处相关
负责人说，到2020年，丹东市将实
现城市绿化物科学养护管理全覆盖
目标。

近年来，辽宁丹东将

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首要位

置，建绿、植绿，加大森林

资源管护力度，加强自然

保护区和湿地建设与修

复，倒逼经济转型升级，绿

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走进江苏连云港灌南县丽莎菌
业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只见菇床上
蘑菇长势喜人。灌南现代农业示范
园办公室主任王林介绍，这里的菇
床培养基全部来自杏鲍菇废菌包，
经科学处理，原废菌包全部得到有
效利用。不仅如此，草菇等腐生菌
培养基废弃物也将转化为生物肥
料，是农村秧苗及大棚蔬菜肥田的

首选。
“此前，废菌包一度是灌南棘手

的生态问题。”王林说，灌南县是全国
最大的双孢菇、杏鲍菇生产基地，菇
菌栽培规模超过 10 亿袋。然而，受
各种条件制约，当地每年产生的 30
多万吨废菌包无法处理，常常被丢弃
在地边、河沿，影响了环境。

为了解决废菌包问题，近年来

灌南县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探索菌
包源头管理、袋料分离和综合利用
途径，因地制宜开展集中回收，并通
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统一运作，使
废菌包成为腐生菌生产和农业肥田
的原材料。

在灌南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另
一家企业丽泽菌业厂区，记者观看
了废菌包再利用的前期操作。废菌

包再利用系统采用欧洲“隧道发酵”
技术，将杏鲍菇废料及农业废弃物
稻麦秸秆混合发酵，转化为生产双
孢菇、草菇的培养基，实现了废弃物
的循环再利用。现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目前有两种运作模式：一是内
循环方式，废菌包、废基质经过处理
后，用于草菇等食用菌生产，从而实
现在木腐菌之间或草腐菌之间的多
级再利用；二是食用菌与农作物间
外循环，即食用菌与其他作物进行
间套、轮作，实现“三种三收”高效种
植模式，从而有效稳定粮食生产、提
升农业效益。

灌南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园区还将以食
用菌产业为核心，促进种植业、养殖
业的有机链接，构成高效利用的农业
生态循环系统。

江苏灌南构建生态循环系统

废菌包变“香饽饽”
本报记者 蒋 波 通讯员 王 月

位于宽甸满族自治县的绿江景区民风古朴，山水纯真，是人们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 淳于常胜摄（中经视觉）

执行主编 陈 郁

责任编辑 周颖一

联系邮箱 jjrbms@163.com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山东能源
新矿集团位于陕西彬州的水帘洞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水煤”），
见识了水煤降服瓦斯、化“黑”为

“绿”的神奇“功力”。
“高浓度瓦斯、自然发火、冲击

地压，三种危险源并存的煤矿全国
仅此一个。掘进快了有冲击地压，
慢了井下就要自然着火，哪一样都
会让煤矿遭受灭顶之灾。矿工无
奈地说，这里的井下一定住着‘牛
魔王’。”曾担任水煤矿长的李彬
录说。

如何降服这个“牛魔王”？矿
方于是广发“英雄帖”。正寻找接
续资源的山能新矿集团，凭借过硬
的技术实力，接过了这块“烫手的
山芋”。瓦斯是水煤安全生产的重
大隐患，他们实施通过技术创新，
在陕西省首家采用“双巷+高位钻
场”布置模式，用高位瓦斯抽放钻
孔预先抽取采区煤体层中的瓦
斯。“这种布置模式一个采区不仅
减少 21 条巷道，节约成本 1.37 亿
元，而且能节约巷道间煤柱留置
695万吨。”水煤通防工区区长王荣
庆说。

瓦斯被彻底抽取，保证了后期
安全采煤，他们又将目光盯在了矿
井瓦斯的综合利用上。

“瓦斯是赋存于煤层中的非常
规天然气，其主要成分甲烷是很好
的燃料。我们最多时每年能从井
下抽取 5500 立方米瓦斯，白白排
放了不仅可惜，还污染大气，其温
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 倍。”水煤
通防科副科长庄元成告诉记者，
2010 年底，他们建成 4000 千瓦瓦
斯发电厂，已累计发电 8000 余万
千瓦时，一天发电最多时，可以满
足矿井当天60%的用电量，平均每
年还可以获得国家瓦斯综合利用
补贴300万元，“危险源”变身“效益

源”。“后期由于抽取的瓦斯浓度不
稳定，2018 年，又新上两台超低浓
度瓦斯发电机组，搭配其他燃料可
以 继 续 把 低 浓 度 瓦 斯‘ 吃 干 榨
尽’。”庄元成说。

在水煤，采煤不见煤，就连从
矿区出来的运煤车都一尘不染。

“每天进出矿区的400多辆运煤车，
都要经过红外线感应冲洗、喷淋。
我们惜水如金，这些来自井下的
水，都经底盘回收进行循环利用。”
水煤经营管理部的闫红军介绍，煤
炭开采绕不过矿井水外排，水煤所
在地区水资源匮乏，于是他们建设
了污水处理系统，将所有生产、生
活污水进行达标处理后，一部分返
回井下重复使用，一部分用于花木
灌溉、卫生保洁。洗煤污水处理后
注入采空区域用于防止自然发
火。就连邻近矿井渗透过来的矿
井水，也被他们收集后用于生产。

“矿井水综合利用，既杜绝了废水
排放，又缓解了水资源紧张，全矿
每天节约水费支出1万元。”水煤党
委副书记张和鲁说，采煤和洗煤过
程中产生的煤矸石，他们则堆放到
低洼处，堆放到一定高度后覆盖1.5
米土层，改造成林地，目前已成功
造林76亩。

在水煤，采煤却不用煤。煤矿
产煤，矿区取暖、沐浴燃煤手到擒
来，但水煤却将一台 6 吨和一台 4
吨燃煤锅炉拆除，安装了 2 台 4 吨
天然气锅炉，还建设了一套太阳能
集热系统用于职工洗浴，仅此一
项，一年就可节煤2000吨。

“针对煤炭开采中水、气、渣三
大环境问题，我们通过不断创新煤
炭开采技术，实现了煤炭绿色开
采、清洁生产和‘三废’循环利用，
走出了一条绿色、节能、高效的能
源综合开发利用之路。”水煤公司
党委书记、经理刘灿华说。

山能新矿集团水煤公司创新煤炭开采技术

采煤不见煤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李志勇 周 峰

针对煤炭开采中水、气、渣三大环境问题，山东能源

新矿集团水帘洞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不断创新煤炭开

采技术，实行源头控制、过程治理、末端利用，从而实现了

煤炭绿色开采、清洁生产和“三废”循环利用，走出了一条

绿色、节能、高效的能源综合开发利用之路

水煤工人在维护瓦斯发电设备。 周 峰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通讯员
莫曲报道：广西今年将全面启动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力争到2025
年，所有设区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系统。

据介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实施范围以社区为单元，逐步扩
大到全市，公共机构率先示范，家庭
积极参与。今年，广西将重点建立
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全社
会积极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市、区、街道、社
区四级联动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体
系；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相匹配的分类处理

系统。同时加快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统筹家庭厨余垃圾、农贸市场
垃圾、园林绿化垃圾等易腐垃圾处
理；加快补齐处理能力不足短板，加
快地方法规、规章制定工作。

广西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处理体
系进一步完善。截至2018年底，全
区已建成城镇（县城及城市）污水处
理设施 111 座，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达 423.9 万吨，城镇污水处理率在
94%以上。全区累计建成乡镇污水
处理厂 488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87座，全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运行管理水平以及环卫保洁工作水
平进一步提升。

广西全面启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青山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位于宽甸县青山沟镇，这里风景秀丽、景色宜
人。 林 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