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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乡朗公庙镇毛庄村垃圾减量九成以上

垃圾处理形成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实习生 苏 宇

位于河南省新乡县朗公庙镇的
毛庄村，在半年时间内基本实现了全
村垃圾就地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垃圾减量达到90%以上。

这一成绩是怎样实现的？毛庄
村又是怎样在半年时间内实现了村
民们的高度自觉？

变废为宝，垃圾减量

“垃圾是一种放错地方的资源。”
朗公庙镇党委副书记张继楠说。在
毛庄村的“零污染资源分类中心”，成
排的白色大桶摆放着，打开盖子，带
有果香的酸甜味道散发出来。“这是
环保酵素的味道，新鲜的果皮菜叶类
垃圾和糖水按照比例混合就能制成
环保酵素，用来净化水源、土壤和空
气。”张继楠说。

依据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酵
素分会和酵道孝道公益团队制定的
参考方案，毛庄村将收来的果皮蔬菜
类垃圾做成环保酵素供村内环境清
洁和酵素试验基地使用。如今，酵素
更是拓展运用到村民的洗发水、护发
素等生活用品当中，为进一步发展毛
庄村酵素日用品产业奠定了基础。

“对于那些不可用来制作酵素的
带汤带油垃圾则就地堆肥，进行有机
肥的循环利用。”张继楠说。

在堆放地的另一侧，毛庄村的7
名义工正坐在用烟花纸箱和废旧衣
物制成的凳子上，拿着自制的木夹子
进行挑拣，对剩余垃圾进行再细分。
旁边的简易棚子里，旧衣物类、有毒
有害类、废旧木材类、金属类、废旧电
池类、玻璃类、纸板类等标示张贴醒
目，“资源”被清晰标注，有序放置。

“开始细分了21类，到后面就扩展成
了 28 类，我们是越分越细。”义工段
利晓向记者介绍：“分好后，那些可回

收的塑料和玻璃、衣物等类别垃圾统
一卖给废品公司，而一些不可回收的
垃圾则储存好请环卫公司清运。”

“如今，村里外运垃圾已经从
1320 桶减少到了 4 桶，垃圾减量高
达 99.7%，真正实现了垃圾变废为
宝，有效利用。”张继楠说。

从“不认同”到“高度自觉”

在毛庄村启动垃圾分类后，最开
始，村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太认同
这件事。71岁的娄继中就曾是反对
者中的一员。可如今，娄继中却成了
村里垃圾分类的模范。是什么让他
从极力反对到坚定支持呢？

“农村人的生活非常随性，如果
直接要求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很难推
广。我们想的办法是通过制作酵素
来引导大家。”张继楠说，酵素可以当
洗涤剂用，能刷锅洗碗、洗脸、洗手、
冲厕所，既能变废为宝，又能减少垃
圾，而且酵素产品有开发利用的空

间，将来如果能形成产业，还可以给
村民增收。村民得到实惠，就有了动
力。“制作酵素需要果皮菜叶，村民自
然就会对垃圾进行分类。”

在这之前，公益团队曾派志愿者
来到毛庄村，每天晚上召集村民集中
观看环保宣传片，教大家怎样制作酵
素、怎样用酵素制作手工皂、怎样给
垃圾分类等。“从简单的入手，最开始
只进行干湿分类，之后再细化，把塑
料单独分出来。关键是让大家接受
这个理念，大家认可之后，垃圾分类
才能长久持续下去。”张继楠说。

为了让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
惯，毛庄村撤掉了全村44个垃圾桶，
改由义工上门收取垃圾，节省下来的
给环卫公司的清运费用作25名义工
的劳保补贴。为了让大家接受“零污
染”理念，主动进行垃圾分类，村里还
组织义工分片包户进行入户宣传、面
对面讲解，演示垃圾分类、净塑及环
保酵素的制作，将垃圾从最开始的干
湿分类细化分为可回收资源、不可回

收资源、可做酵素资源、可堆肥资源
和有毒有害垃圾五类。

与此同时，毛庄村村委会利用道
德讲堂定期举办培训班，动员大家共
同行动，积极参与“零污染村庄”的
创建。

美丽乡村迈向振兴

如今，毛庄村的“零污染”建设已
经取得了显著效果。村里几乎不占
用和污染土地，就让垃圾就地转化为
资源，直接经济效益达百万元，为国
家减少了大量开支。

在距离毛庄村“零污染资源分类
中心”不远处，20亩左右的酵素试验
基地已经产出了西红柿、豆角、辣椒、
茄子和西瓜等农产品卖到市场上。

“我们这里的农产品不打农药，不施
化肥，不用除草剂，用的都是村子里
自制的堆肥和环保酵素，因此要比市
场上其他产品卖出高一倍的价格。”
减少了一年化肥和农药400 多元的
成本，又挣了两倍的钱，毛庄村正通
过垃圾处理良性循环和绿色生态走
出自己的产业之路。

如今的毛庄村将美丽家乡“零污
染”村庄建设工程与乡村振兴战略紧
密结合在一起。通过使用环保酵素，
发展健康农业从而实现产业兴旺；通
过垃圾分类，绿化种树实现生态宜居；
通过举办“孝道文化大餐”和“道德讲
堂”培养乡风文明；通过全民参与“零
污染村庄”建设，引导大家进行垃圾分
类，实现治理有效，最终培养村民健康
的生活习惯，追求生活富裕。

“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毛庄村将
最大程度运用人的力量去走绿色生
态农业道路，打造有机农业，与村内
的垃圾处理形成良性循环，完善发展
村庄的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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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后，
渤海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向好，2019年
前3个季度，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
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提升，河口海湾
综合整治修复方案全部编制完成，海
洋生态修复正在推进。”生态环境部
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霍传林介绍。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
划》印发近一年以来，生态环境部会
同相关部门和地方积极推进陆源污
染治理、海域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
复、环境风险防范等工作。

其中，在攻坚战行动计划上明确
时间节点的任务有30项，2019年有
13项，现在正在有序开展，其中4项
已基本完成，9项仍在进行。

霍传林说，渤海攻坚战是个系统
工程，国家层面，生态环境部组织部
属单位、专家专门开展了驻点帮扶和
技术指导，两次调度评估工作成效，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财政部、发展
改革委等加大了对攻坚战的扶持力
度，2019 年支持经费已超过 70 亿
元，科技部在原专项下专门设立三个
渤海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地方层面，
通过画出路线图，定好时间表，落实
责任人，多层级确保攻坚战见事、见

人、见成效。环渤海三省一市 13 个
沿海城市（区）全面编制印发本地《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

此外，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三
省一市13个沿海城市（区）一级和二
级排查，正在进行三级排查，共排查
企业565家，排查整治环境风险隐患
近2000处。

攻坚战实施以来，天津市将打好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作为“一把手工
程”，由市委书记担任总指挥，并在原
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印发实施了强化
作战计划。

但并非所有的相关城市都如此
重视。霍传林指出，部分城市一定程
度上存在重部署、轻落实，重形式、轻
实效的问题，在消除劣V类断面、海

洋垃圾防治等方面进展缓慢。有些
城市风险意识比较淡。

区域间成效的不平衡，让整体的
攻坚目标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加上
治理周期的影响，各地区在风险防控
等方面成效不平衡，生态整治修复成
效不明显，部分地区的水质改善有一
定成效，但距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渤海是半封闭型内海，其海洋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惯性大、滞后性
高、突发性强等特点。”霍传林说，虽
然目前攻坚战取得初步成效，但还存
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要实现渤海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达到

《行动计划》目标仍存较大不确定性。
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还存在较

大的压力。目前渤海仍然处于污染

排放和环境风险的高峰期，陆源和农
业面源污染物入海量较大，辽东湾、
莱州湾、渤海湾等部分海湾存在一部
分劣四类水体，而且水质非常容易产
生波动。多个已经“消劣”的断面还
会出现反弹。

霍传林透露，生态环境部现在已
经在开展“十四五”时期全国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以“管
用，好用，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为新
时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进行顶层设
计和系统谋划。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联合有关
部门和地方继续推动《行动计划》的
实施。一方面，加强监督指导。生态
环境部将加强攻坚战进展情况调度，
及时研判形势，巩固已有成效，防止
问题反弹。结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统筹强化监督、驻点帮扶等工作，加
强对工作滞后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
区域的指导和督促。另一方面，加强
近岸海域污染治理。深入推进入海河
流“消劣”和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两个
专项行动，管好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
物的入海河流和直排海污染源两道

“闸口”，带动陆海统筹的近岸海域污
染防治。

渤海综治攻坚成效初显
本报记者 刘 瑾

走进山东莱州市土山镇福东养
猪场，空气清新，闻不到什么异味，也看
不见一丝污浊。“是不是闻起来跟别
的养殖场味道不一样？”福东养猪场
负责人王新臣告诉记者：“这都得益
于生物酶薄床生态环保养殖技术。”

据王新臣介绍，生物酶薄床生态
养殖技术是在养猪圈舍内利用生物
酶与15厘米至20厘米厚度的垫料
建造发酵床，利用生猪的拱掘习性，
使猪的排泄物与垫料充分混合，通过
生物活性酶分解，促使生猪粪便得到
充分分解转化。采取该技术，投放一
次垫料可以养殖6批次生猪，为农村
生猪粪污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
资源化利用开辟了一条新路。

截至目前，王新臣所在的福东养
猪场共改造薄床4万平方米，年可节
省工人费21.6万元、水费3.24万元、
电费 1.2 万元、药费 6 万元、饲料费
180万元，且饲养生猪提前12天出
栏，年增加经济效益212万元，减少
粪污排放1080吨。

“通过生物复合酶添加养殖技
术不但可以大幅减少对周边环境的
污染，还可提高肉类产品质量。”莱
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娄万良告诉记
者：“通过活力酶的生物降解作用，

抗生素、重金属、饲料农残等有害物
质最终转化为没有生物毒性的无机
或有机小分子，经畜禽消化系统吸
收或排出体外，达到畜禽体内药物
零残留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可以提
升肉类品质，提高其经济价值。”

这种生态环保养殖技术能给养
殖户带来啥好处？娄万良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按一头猪日排泄粪尿量6
公斤，在薄床 4 个月的养殖周期计
算，如果年出栏2.2万头的话，产生粪
尿量1.6万吨。经薄床活力酶发酵
后，粪尿被分解处理实现了污染零排
放，而且大大减少养猪场的用水量，
年可节水7.5万吨。“粪尿和废水两项
共可减排9.1万吨，2至3年后，这些
使用后的垫料又是很好的有机肥，对
养殖户来说又能增加一笔收入。”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如今莱州
市已全面推广了生物酶薄床生态养
殖技术，对600多户生猪规模养殖户
进行了技术培训。目前，该市已发展
薄床生猪养殖户132个，推广薄床面
积2万平方米，饲养育肥猪1.1万头，
预计年底推广面积将达到2.3万平方
米，年出栏达到2.2万头，可减少畜禽
养殖粪污排放11.5万吨，带动养殖户
增收1000万元以上。

山东莱州

这里的生猪睡“薄床”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姜建彬 盖文强

毛庄村的“零污染资源分类中心”。 （资料图片）

河南省新乡县朗公庙镇毛庄村村民已经养成了分类倒垃圾的习惯。 谢 静摄（中经视觉）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印发近一年以来，在相
关部门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取得初步
成效，今年前3个季度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均较上年同期
有较大提升，河口海湾综合整治修复方案全部编制完成，海
洋生态修复正在推进。

11 月3 日，全国首条深层污水
传输隧道武汉大东湖核心区污水传
输系统工程的首台盾构机顺利抵达
位于团结大道二郎庙污水处理厂内
的 1 号 竖 井 ，成 功 实 施“ 水 下 接
收”。由农发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20 亿元贷款资金支持的大东湖核
心区污水传输系统工程主隧全长
17.5 公里，埋深位于地下 30 米至
50 米，全部使用盾构机施工，相当
于修建一条“特种地铁”，将城市污
水直接输送到处理厂集中处理。

目前，该工程主隧已掘进完成
15.8公里，完成比例达91%，预计将
于2020年进入运营期。届时，武汉
市武珞路以北的半个武昌城、东湖
核心区周边的污水都将“乘专列”快
速进入北湖污水处理厂，达到 150
万吨/日的污水处理规模，服务人口
可达300万，将为长江武汉段水生
态保护筑牢“防火墙”。

水是生命之源，拥有“江城”美
誉的武汉市不仅水资源丰富，“治
水”责任也尤为艰巨。2017 年，武
汉提出“四水共治”，即防洪水、排涝
水、治污水、保供水。去年，武汉市
计划实施的“四水共治”项目中，包
含防洪水项目 60 个、排涝水项目
150个、治污水项目171个、保供水
项目65个。

生态环保项目离不开绿色金融
支持，近年来，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全
力支持长江大保护，支持“四水共
治”建设，截至10月底，该行已累计
投放贷款和基金等 102 亿元，为武
汉市长江大保护注入强劲动力。

前几年武汉逢暴雨必涝，逢涝
必堵，“到武汉看海”成为网络热
词。为改善武汉易涝现状，助力武
汉“海绵城市”建设，近几年来，农发
行湖北省分行已累计投放水利建设
贷款25亿元，先后支持武汉东湖高
新区光谷大道排水走廊、红旗渠、赵
家池明渠迎军运会水体攻坚项目，

中法管廊、青菱管廊综合整治项目，
有效解决了城市内涝问题。

汉阳区墨水湖曾经污水横流，杂
草丛生，整个湖泊臭气熏天，成了名
副其实的“墨水”。为让“墨水”变“绿
水”，农发行湖北省分行投放贷款3
亿元支持墨水湖综合整治项目建设，
成功实现了墨水湖地区生态、景观协
调发展的目标。近几年该行累计投
放污水治理贷款27亿元，支持全市
污水收集处理，从源头上改善黑臭水
体现状。

为防洪水，农发行湖北省分行投
放滨江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
目贷款9亿元，用于沿江防洪带除险
加固和植被绿化，项目建成后将集防
洪、环境整治、交通改善、景观美化、
文化复兴等多功能于一体，既加固了
堤坝，又美化了环境。

农发行湖北省分行还累计投放
近 31 亿元用于黄陂区、新洲区、江
夏区等农村安全饮水提质增效，支
持新建水厂和输水管网改扩建等一
批重点工程，解决了 491 万人口饮
用水安全问题。

此外，该行还以中国农发重点
建设基金的方式，以较低的年收益
率、较长的投资期向九峰渠连通工
程项目等 9 个涉水类项目投放 9.9
亿元低息建设基金，降低了企业的
融资成本，同时也化解了项目前期
工作“无米下锅”、其他渠道资金信
心不足等现实困难，促成项目早开
工，早见效。

农发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总经
理秦兴涌说，农发行水利建设项目
具有额度大、期限长、利率低的政策
性金融优势，下一步，他们还将重点
支持湖泊湿地生态修复、长江两岸
造林绿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治理，
为政府解忧，为百姓解困，为构建

“护一城净水、绘两江画廊、显三镇
灵秀”城市发展蓝图贡献政策性金
融力量。

防洪水、排涝水、治污水、保供水

绿色金融助力“四水共治”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李永红

治理后的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岸青水绿。 李永红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