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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山区朱泾镇

垃圾“随手分”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在家里对垃圾进行“随手分”，再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已经成为上海金
山区朱泾镇居民的生活习惯。

走进众安居民区金玉豪庭小区
垃圾分类示范楼道 22 号楼，左边墙
壁上贴着垃圾分类宣传栏；右边的公
告栏里，垃圾分类“红黑榜”格外引人
注目：“红榜”里大多是居民规范投放
垃圾的画面，而“黑榜”里则是乱扔垃
圾的不文明行为。众安居民区党支
部书记嵇雯萍说，公布“红黑榜”，主
要是为了促进居民相互学习、相互
监督。

金玉豪庭小区自5月13日起开
始试点居民楼道口垃圾桶“撤桶”，实
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推进生活
垃圾二次分类。在具体工作中，由众
安居民区党组织引领，协调物业公司
党组织推进物业党员与业委会党小
组结对，成立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和居民自治小组，共同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业委会与小区物业管理处签
订补充协议，将垃圾分类工作职责

“合同化”，强化物业主体责任。下一

步，居委会还将安排居民志愿者在小
区进行巡查和引导，并通过“回访”居
民，解决居民在垃圾分类中遇到的问
题。此后，朱泾镇将对金玉豪庭小区

“撤桶”模式进行推广。
2018 年，待泾村、新泾村、大茫

村三个村成为朱泾镇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村，其中待泾村、新泾

村采用自主管理模式，大茫村采用
“自治+第三方服务”模式开展垃圾
分类工作，积极探索“三级”桶长制管
理新路径。

在朱泾待泾村，以党支部书记为
一级桶长、班子成员为二级桶长、保
洁员为三级桶长，聘请了 10 名保洁
员进行垃圾收集和运输。今年60岁
的徐玉芳是待泾村三级桶长，主要负
责 5 个村民小组 160 多户的垃圾收
集和运输。她把包干区当成自己的
责任田来管，每天奔波在乡间小路
上。值得一提的是，待泾村在蔡家楼
埭、秀泾 4 组新村埭推行“值日生
法”，每周由埭上一户人家负责值日，
清理埭上垃圾、巡查安全隐患。每月
开一次会进行交流评比，引导村民自
觉践行生活垃圾分类。

大茫村则把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和巩固全国文明村成果结合起来，探
索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八分法”，
即在城市垃圾四分类的基础上，按照
农村实际情况，又增加了村民造新房
留下的建筑垃圾、可堆肥的秸秆垃
圾、旧沙发和破床垫等大件垃圾、农
药瓶子和包装等农药品回收垃圾四
大类。这四类垃圾，村民只需集中堆
放在家门口，保洁员会统一清运走。

如今，造新房留下的碎砖头有了
统一回收点，可用于农村路面拓宽时
做路基，实现废物利用。大件垃圾通
过专门拆除后再分类，木料等可燃物
拿到土灶当柴烧、部分材料可回收。
大茫村原来每天产生 3 吨到 5 吨的
垃圾，垃圾细分后，减量6%。

深圳吸取先进环保经验

美美地处理垃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鸟巢造型的钢结构精致漂亮、
立体外观时尚现代……在深圳市龙
岗区，几幢圆形建筑正在紧张施
工，这是年底即将竣工的龙岗能源
生态园，日处理生活垃圾可达5000
吨，将建成深圳主体工程最大的垃
圾焚烧发电厂和可供参观游览的开
放式生态园，成为深圳又一地标性
建筑。

龙岗能源生态园是深圳垃圾处
理向“垃圾处理+科普教育+工业旅
游+休闲娱乐”四位一体转变的一
个缩影，在深圳市宝安区、南山区
和盐田区，无废、环保、可持续发
展的能源生态园都已投入使用，在
日处理成百上千吨垃圾的垃圾焚烧
发电厂区，人们可以品尝现磨咖
啡、远眺山海美景、参与科普游
戏，甚至享受书吧、“驴友之家”等
福利。

让垃圾变废为宝

生态环保得益于深圳积极吸取
世界各地先进的环保处理经验，采
取科学先进的垃圾处理模式，执行
严格的垃圾处理标准。目前，深圳
垃圾焚烧设施二噁英排放限值都低
于欧盟的50%，氮氧化物排放限值
仅为欧盟的40%，环保指标达到严
格的深圳标准，优于欧盟2010/75/
EU标准。

数据显示，深圳每天生活垃圾
产生量大约为2.85万吨，其中分流
分类 3000 吨，再生资源回收 5500
吨，回收利用率约30%。当前深圳
市生活垃圾处理量约每天 2.1 万
吨，其中焚烧1.4万吨，填埋0.7万
吨。面对逐年递增的生活垃圾产生

量和“捉襟见肘”的土地资源，传
统的垃圾填埋处理方式难以适应城
市的发展需要，焚烧发电成为深圳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方式。

目前，深圳全市运行的有 5 座
垃圾能源生态园，分别是南山能源
生态园、宝安能源生态园、盐田能
源生态园以及龙岗平湖能源生态园
一、二期，总设计焚烧处理能力为
每天7125吨；在建的3座能源生态
园分别为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二
期、宝安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和龙
岗能源生态园，总设计焚烧处理能
力为每天1.03万吨。目前，南山二
期、宝安三期已全面调试运行，龙
岗能源生态园部分焚烧炉已调试
运行。

在宝安能源生态园，透过透明
的玻璃幕墙，记者看到一个大型垃
圾储坑。只见幕墙外的技术人员熟
练地操控着抓斗向储坑内运送垃
圾，但记者却闻不到垃圾的异味。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钟日钢说：“垃圾仓内采用全封闭、
负压式贮藏，臭气被封闭后焚烧，
臭气不会溢出。垃圾运过来后先到
垃圾储坑存放 4 天到 5 天进行发
酵，滤出20％左右的水分后再投入
焚烧炉进行高温处理。焚烧后的热
能通过余热发电系统转化为电能。”
据他介绍，“一吨垃圾焚烧后可产生
400 多千瓦时电，足以供一个普通
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宝安能源生
态园二期一天的发电量，可以供
250户家庭用电一年，供1000辆纯
电动公交车行驶50万公里”。

产生电力的同时，宝安能源生
态园焚烧产生的烟气会经过科学处
理达标后再排放，燃烧后的炉渣则
制成道路环保砖。

在渗滤液处理站，记者看到一
瓶瓶污浊的废水经过层层净化处理
后变成清澈的工业用水。据介绍，
焚烧滤出的水分中有 70％可做中
水用，25％的“浓水”蒸发结晶后
可提取工业盐，5％的沉降污泥可
进行焚烧处理。垃圾水在园区进行
循环使用，不需对外排放。据介
绍，不久后，这里还将实现零碳循
环，实现垃圾彻底减量化、资源化
和无害化。

垃圾处理与自然和谐共存

不仅让垃圾变废为宝，深圳还
积极推动垃圾处理与生活环境的和
谐共处，在处理城市废弃物，提供
清洁能源的同时，将各大能源生态
园建设成集垃圾处理、科普教育、
工业旅游、休闲娱乐四位一体的综
合体。

南山能源生态园二期位于南头
岛南端的赤湾妈湾港北侧，建筑立
面及形象“去工业化”，主厂房以山
丘、海洋形象呼应周边，融入自然
环境，优化视觉感受。同时利用各
功能建筑造型配合还原优美的自然
元素，营造有吸引力的“生态园
区”，创造寓教于乐的环境。

“这个生态园与周边住宅小区
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与国家4A级
景区青青世界距离只有2公里。”钟
日钢说，南山能源生态园是公开接
受周边居民监督和检查的未来和谐
典范，烟囱顶部设置书吧，可以远
眺小南山及伶仃洋，同时配套餐饮
服务，生态园还利用垃圾发电余热
建设室内恒温游泳池，对周边居民
优惠开放。园区内设置小南山登山

口，扩大了城市绿地范围。
而于2003年投产的盐田能源生

态园，目前是深能环保全国无害化
最高等级“AAA”级垃圾焚烧厂之
一，经过“去工业化”升级改造，
成为人们休闲旅游的好去处，经常
有“驴友”在这里经过。盐田能源
生态园还同步建设了深圳市垃圾分
类科普教育基地，城市级展厅总面
积约 2000 平方米，面向广大深圳
市民普及垃圾环保知识，市民可以
在线预约到园区参观、品咖啡、看
风景。

即将建成的龙岗能源生态园附
近，则将建设低碳技术示范区，拟
建设能源环保产业总部基地及能源
人才公寓、低碳环保体验接待中
心，与周边居民“同呼吸、共生
活”。龙岗能源生态园项目负责人焦
显峰告诉记者，龙岗能源生态园的
规划设计理念为“环境谷”与“能
量核”，寓意不仅为城市提供生产生
活的能源，也通过自然环保的发展
理念为社会、社区和居民提供精神
层面的能量，成为环境谷中的“能
量核”。

可以说，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
践，深圳在垃圾处理上已率先实现
了“两个转变”，一是垃圾处理从填
埋转变为全量焚烧；二是垃圾处理
设施从模糊的商业设施定位转变为
事关百姓民生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定
位。目前，深圳正积极对标最高最
好最优，以世界一流的设计、技
术、管理标准，加快新型环保能源
设施建设，破解“垃圾围城”难
题，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以
给老百姓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经过多年实践，深圳

在垃圾处理上已实现垃圾

处理从填埋转变为全量焚

烧、垃圾处理设施从模糊

的商业设施定位转变为公

益性基础设施定位的“两

个转变”。目前，深圳正积

极吸取世界各地先进的环

保处理经验，采用科学先

进的垃圾处理模式，加快

新型环保能源设施建设，

不断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

在河北省承德市建龙豆子山
矿业有限公司后山，记者拾级而
上，几分钟后就看到了—大片植物
园。这里曾是矿山排土场，平整处
理后，在平缓处种植了 400 亩油
葵，在周围山上栽植了核桃树、山
楂树、苹果树共计2.8万棵。目前，
这里已经形成集种养、采摘、观光
为一体的综合性新农业区。

“我们的尾矿是单一磁铁成
分，直接种植作物很难成活，想要
实现绿化与发展共赢，造地是最好
的选择。覆盖 30 厘米厚的黄土，
然后在上面栽种植物，我们将矿山
疮疤变成了生态景区。”承德市发
改委主任刘海峰介绍，承德是个矿
业大市，矿产品开发产业多年来一
直在 GDP 中占据首位，当前因建
设京津冀生态涵养区需要调整产
业结构，矿产品开发属于限制和整
改行业。

从2016年开始，承德市实施了
“6743工程”，即3年内完成损毁山
体全部复垦披绿60平方公里；矿权
整合改造压减700 个；转产转型矿

山企业400个；淘汰取缔矿山企业
300 个。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承德
市采取县区包保、挂图作战的模式
强力推进落实，市委书记、市长亲自
带队参加矿山披绿工作。2016 年
至 2018 年底，承德市共取缔关闭
240 家矿山，共减少矿区面积 54.6
平方公里，每年减少固体矿产开采
量1259万吨，压减矿权347个。

在矿业大县宽城松岭镇松树沟
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数
十台大型车辆装备正在进行开槽、
覆土、植绿作业。整个工地井然有
序，忙而不乱。正在工地指挥生产
的公司总经理李希民告诉记者，这
是一个采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项
目，总面积近千亩，总投资约 3000
万元，其主要工序是在尾矿砂上进
行50厘米到1米的覆土，然后再根
据覆土厚度在上面栽种果树及各种
绿色植物，全部采取喷淋和滴灌方
式保证树木成活。“等到整个工程完
成，树木全部成活长成后，这里将成
为一处别具风格的矿山风景区。”李
希民说。

矿山疮疤变生态景区

本报记者 宋美倩

近年来，江西省宜丰县通过实施“五水共治”，打造升级版“河长制”，处
处呈现水域河畅、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图为宜丰县石花尖垦殖场官山河
道水域保洁员在清理打捞河面漂浮物。 赵浩旭摄（中经视觉）

深圳深能环保宝安能源生态园，经过处理的垃圾渗滤液变成清澈的工业用水。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
黄尚宁报道：2018年10月以来，针
对自治区本级低效利用和存量土地
资源资产，广西壮族自治区打响收
储盘活攻坚战，8个月内共完成国有
土地收储签约5万亩，超过了自治区
本级前5年收储量的总和，有效提高
了土地供应和宏观调控能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拥有国有
土地500多万亩，多数位于城市周
边，极具开发利用价值。然而，由于
分散管理、零星开发，缺乏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这些存量土地资产长期
得不到有效利用。过去几年，自治
区本级每年收储的土地仅3000亩
至5000亩，土地供应只有几百亩，
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宏观调控能
力受限，造成许多有规模的产业项
目难以安排落地。

广西土地储备中心主任魏玉平
介绍，2018年10月，为解决土地供
求矛盾，为自治区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筹措资金，自治区政府部署
开展了自治区本级国有土地一期收
储盘活工作，要求2019年6月底前
完成5万亩收储任务。拟收储盘活
的土地主要分布在南宁、桂林、钦
州、北海、贺州和崇左 6 个设区市，
涉及农业农村厅、司法厅、林业局、
农垦局等 11 个自治区直属部门及
其下属26个单位。

任务下达后，自治区强化自然

资源厅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督促职
能作用，从广西土地储备中心和地
产集团抽调人员组成 4 个工作组，
对应有关市县和自治区直属部门开
展收储盘活工作。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和南宁市政府成立联合工作组，
协调解决收储盘活工作中涉及的城
市规划、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自治
区直属单位事业发展等重大事项和
问题，高效推进了南宁市范围内的
收储盘活工作。

至今年 6 月，广西累计完成土
地收储协议签约 52747 亩，提前超
额完成了自治区制定的收储盘活目
标任务；累计支付各项征收补偿和
前期开发费用52亿元。

“政府有了足够数量的土地储
备，就可以按照广西发展需求，有针
对性地调控和投放土地市场，满足
重大项目落地需求。”魏玉平介绍，
通过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广西地
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得到
了显著增强。今年上半年，全区已
供应储备土地 594 亩，实现土地出
让收入38亿元。

此次收储盘活工作解决了部分
市、县和自治区直属部门存在的用
地矛盾，兼顾了各方利益诉求和发
展需求，保障了原用地单位生产、生
活用地的合理利用。同时，解决了
自治区本级国有困难企业长期以来
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8个月共完成国有土地收储签约5万亩

广西盘活存量土地资源资产

上海金山区朱泾镇众安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定时投放点。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