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保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六
ECONOMIC DAILY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谢辛凌

玉米收获后，粉碎的秸秆能否顺利
还田？根茎如何处理？
9 月 20 日，记者走进河南省沈丘县
周营镇谢营村村外的一块订单玉米基
地。远远望去，已经成熟的玉米棒沉甸
甸地挂在秸秆上，一片金黄。伴随着两
台机械缓缓前行，一排排玉米秸秆被吸
入机器内。
随着机器转动，
一个个褪去
“外衣”
的
玉米棒子进入储仓，秸秆经机器粉碎后
被均匀地抛洒在田间。整个玉米收获、
秸秆粉碎还田作业过程一气呵成……
“秸秆还田养土地，杜绝焚烧利大
气，火灾隐患更远离，健康环保深呼吸；
土地深翻显活力，
增产增收增效益，
杀死
虫卵少药剂，病害深埋在土里。”提到秸
秆粉碎还田的好处，正坐在停靠在地头
的农用车上等待收获玉米的村民谢兴营
张口来了几句顺口溜。据介绍，经过村
两委班子和村民的共同努力，
今年，
谢营
村 800 余亩玉米地将全部实现秸秆粉碎
还田。
“以前是人工掰棒子、砍秸秆运秸
秆，
既费时又费力，
几亩地的活得忙活好
几天。
”
沈丘县付井镇高湖村村民高劳动
说：
“ 去年家里 5 亩玉米秸秆还田，每亩
少施化肥 25 公斤，节约成本 50 多元，粮
食亩产增加 10%。
”
近年来，
沈丘县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
并通过大力推广
玉米机收、秸秆粉碎还田
“一条龙”
作业，
有效解决了多年来焚烧秸秆
这一既污染环境又破坏土壤结构的
“老大难”
问题，
实现了秸秆
“零焚
烧”
。
眼下，沈丘县 80 多万亩玉米已进入收获期，全县自有的加上从
外地引进的共计 1200 余台玉米联合收获机投入“三秋”生产。据了
解，今年该县约有 76 万亩玉米实现机收，占玉米播种面积的 93%，秸
秆粉碎后，
经深松、旋耕埋入土里，
变成有机肥料。
沈丘县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永将说：
“秸秆粉碎还田能够改
善土壤结构，
增加土壤有机质，
增肥地力，
还能起到抗旱保墒、降低病
虫害发生率等作用，是解决秸秆禁烧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广大农民
明白了这个道理，
谁也舍不得再烧秸秆了。
”

“稀土王国”
努力弥补生态欠账
——江西赣州废弃稀土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从废弃矿山到飘香果园，从
各自为政到协同治理，江西赣州
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试点为依托，大力整治废弃
矿山，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共同
构筑起人和山水林田湖的生命
共同体，昔日的废弃矿山，真正
变成了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武夷山脉、南岭山脉、罗霄山脉三山交
会，东江、赣江发源于此。神奇的大自然在
这里构筑起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
障，也孕育出丰富的地下宝藏，全球每年
70%的中重稀土产自于此，
“ 稀土王国”成
为江西赣州的鲜明标签。
近 40 年的稀土开采为经济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长期无序、过度开
采，不仅留下了遍体鳞伤、千疮百孔的山
体，更严重威胁着当地的地质安全和流域
生态环境。
近年来，赣州牢固树立
“两山”
理念，下
大力气整治开采稀土造成的环境破坏，原
来
“脏、乱、差、危、险”
的废弃稀土矿区得到
全面修复，历史遗留废弃稀土矿山环境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经过综合治理后，
江西大余县南安镇新华村滴水龙废弃稀土矿山已复绿，
呈现出勃勃生机。

矿殇——
“白色沙漠”寸草不生
走进赣州寻乌县文峰乡上甲村，湛蓝
的天空下，绿草铺满一个个山包。
“ 这里就
是柯树塘稀土废弃矿区，想不到吧。以前
裸 露 的 山 体 ，如 今 都 已 经 披 上 了‘ 绿 衣
裳’。”村里的养蜂人钟世展告诉记者，
“治
理后花开得多了，蜜蜂不用飞很远就能采
到蜜，蜂群的寿命都比以前长了”。
上甲村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迎来“采矿
大军”
的。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因稀土
矿而名声大震。
“ 那时候在矿上干一个月，
比在田里干一年的收入还多。”
村民谢立新
说：
“当时，全县的人都到矿上做小工，高峰
时有上万人。”
粗放的生产方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大自然终于开出“罚单”：14 平方公里的
“白色沙漠”
寸草不生，水土大量流失，次生
灾害频发。
“ 表土逐渐被剥离，植被长不起
来，只剩下灰白色的光秃秃的山头。”村民
钟贱林说：
“ 雨季一来，山上的尾砂沿着山
谷冲刷下来，河床抬高、河水泛滥，村里的
水稻产量逐年下降，有时甚至绝收。
”
92.78 平方公里，这是赣州市近年来累
计治理的废弃稀土矿山面积。
“几十年来，赣州稀土基本处于无序开
采状态，最高峰时稀土矿点多达 1035 个。”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肖风雷介绍，过
去，稀土开采工艺主要是堆浸法和池浸法，
在探测好稀土矿点之后，会在附近挖池开
工，首先将地表土剥开，然后将地表下含有
稀土的土壤、矿石堆在一起，最后，抽水并
倒入硫酸铵、碳铵等化学药品进行浸泡，被
“洗”
出来的沉淀物就是白色的稀土矿泥。
“尾砂经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地质
灾害，洗矿水则是土壤侵蚀的主要来源。”
寻乌县发改委以工代赈办主任谢军说。

江西大余县南安镇新华村滴水龙废弃稀土矿山治理前。
物品种由原来的6种增加到100余种。

同治——
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赣州废弃稀土矿山治理是在 2017 年
迎来转机的。
“矿山治理是个系统工程，过去也一直
在治，每个部门都有行动，但资金落实、规
划步调难得一致，治理效果因此大打折
扣。”肖风雷说，2017 年 1 月，赣州成为全
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首批试
点之一，这给赣州废弃矿山治理带来了一
系列转变。
“关键是治理理念有了转变。”赣州市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中心主任吴良灿说。
在完成一系列基础性调研后，赣州市
编制实施了《赣州市稀土开采生态保护综
合治理规划》，统筹推进水域保护、矿山治
理、土地整治、植被恢复四大类工程，实现
治理空间覆盖、治理时间同步、治理目标一
致的全覆盖治理。
3 年来，赣州市探索总结了南方废弃

复绿——
生态系统逐步好转
复绿，成为治理的关键一环。
“ 由于土
壤呈酸性，植被很难存活。”赣州市水保局
副局长周益萍介绍，个别矿山采用
“石灰中
和+施肥”的技术方法进行土壤改良，但由
于施工难、成本高，不易推广。目前，
“客
土”
是土壤改良的常用手段。所谓
“客土”
，
就是将外地运来的泥土进行回填，从而彻
底改变植物生长的不良基质。
在大余县南安镇新华村滴水龙废弃稀
土矿山，一片片宽叶雀稗、红麻在风中摇
曳。
“这些年，我们一方面采用土办法试种，
一方面和科研院所加强合作，筛选出数十
种适合赣南稀土矿废弃地生长的植物，等
土壤的肥力上去了，再考虑种植经济作
物。”
周益萍说。
复绿工程的实施，
让生物多样性逐步恢
复，生态系统逐步好转。目前，全市废弃稀
土矿山植被覆盖率由10.2%提升至95%；
植

河南沈丘秸秆零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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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稀土矿山综合治理“三同治”
（山上山下同
治、地上地下同治、流域上下游同治）模
式。
“山上地形整治、植被复绿；
山下兴建生
态挡墙，消除矿山地质灾害隐患，控制水土
流失。地上变废为宝，发展光伏发电，种植
经济作物；地下截流引流污染水体至地面
生态水塘、人工湿地减污。上游稳沙固土、
恢复植被；下游清淤疏浚、完善水终端处
理，
实现水质末端控制。
”
吴良灿说。
综合治理让青山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数据显示，治理区域的水土流失量由每年
每平方公里 359 立方米降低到 32.3 立方
米，降低了 90%，治理区域的流域水体氨
氮含量削减了 89.76%。2019 年，全市 13
个国考断面、22 个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均
优于考核目标，
水质综合指数列全省第一。

财富——
生态产业蓬勃发展
“再过两三年，这片油茶林就能陆续挂
果，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兴国县
古龙岗镇瑶前村天源组村民冯国芳说。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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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乌、安远、定南的连片稀土工矿废
弃地，1 万多亩平整后的建设用地正为当
地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 已入驻企业
28 家，新增就业岗位 8000 余个，直接收益
3.48 亿元，实现了‘变废为厂’。”寻乌石排
工业园有关负责人说。
按照
“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工则工、
宜水则水”
的治理原则，
赣州市大力推进
“生
态＋”
的生态产业发展模式，将生态
“包袱”
转化为生态价值，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体现。
“废弃矿山治理重在可持续。如何加
强治理后的综合管护，让社会力量和群众
参与到生态修复中来才是关键。”肖风雷
说，2019 年 2 月，赣州市出台《废弃稀土矿
山环境治理项目后期管护管理办法（试
行）》，从制度层面明确管护主体，并提出按
照“谁收益、谁管护，谁损坏、谁修复”的原
则，鼓励社会资本出资，对稀土矿山进行治
理、管护、管理。
在柯树塘稀土废弃矿区，一排排光伏
发电板整齐地在缓坡上排列着。通过引进
资本，这里先后建成了诺通、爱康两个光伏
电 站 ，总 装 机 容 量 达 35 兆 瓦 ，年 收 入 约
4000 万元。
极具地方特色的矿业遗迹、遗址景观，
构成了大余县西华山钨矿特有的历史遗
存，
“ 包袱”变财富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2017 年，投资 10.5 亿元的西华山国家矿山
公园建设正式启动，以钨矿文化为主题的
特色工业旅游将在这里兴起，成为该县旅
游的新地标。
利用废弃石场遗留的矿坑打造苏区时
期战斗场景，将当年的石料加工基地改建
成演艺场地，将废弃堆土场改建为景区停
车场……在瑞金市沙洲坝镇洁源村石灰石
废旧矿区，
“ 浴血瑞京”实景演出项目正带
动当地观光农业、特色餐饮和民宿等旅游
产业蓬勃发展。
目前，赣州已开工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59 个，累计投资 139.27 亿元，中央基础奖
补资金实现放大 6.96 倍。
“ 我们将进一步
落实管护资金，细化管护措施，保障废弃稀
土矿山环境治理效果，促进稀土资源开发
利用与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吴
良灿说。

重庆九龙坡区攻坚跳蹬河治理——

河清岸绿景色新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金秋时节，
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跳蹬河碧波荡漾，
临河步道上不
少市民在散步。这条发端于重庆歌乐山的河流是长江一级支流，在
九龙坡区境内主河道长约 14.15 公里，
流域面积 44.48 平方公里。
别看跳蹬河不长，
流域面积也不大，
但它流经之地却是重庆主城
的工业企业聚集区。尤其是在九龙坡区境内河段，沿岸聚集了众多
工业企业，
居住着大量人口。
张承远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九龙坡居民，他告诉记者，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起，大量小企业、小作坊开始向跳蹬河沿岸聚集，一大批小
厂房密密麻麻占据了两岸的土地。这些小企业、小作坊的污水直排
到河里，沿河还有人养鸡、养鸭、养猪……没几年，跳蹬河开始发黑、
发臭，
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2017 年，九龙坡区打响了跳蹬河治理攻坚战，从控源截污、内源
治理、生态修复、活水循环、长治久清 5 个方面开展流域治理和保
护。
“坚持河流整治与公园绿地结合，配套设施与民生需求结合。”九
龙坡区跳蹬河综合整治项目负责人谢照渝说，
治理过程中，
当地拆违
建绿，融原有岸线生态、新建景观空间为一体，打造滨水休闲绿廊 31
万平方米，同时，充分利用河道两岸空地，建设了 2 万多平方米的便
民广场、28 公里的便民步道和 12 座桥梁。
据了解，九龙坡区跳蹬河整治工程累计投资 16.5 亿元，共完成
干流、支流河道清淤 21.7 公里，新建和改造干流、支流管网 33.4 公
里，完成河道生态修复 6 万平方米，新建干流护岸 13 公里，新增生态
绿化面积 44 万平方米。目前，九龙坡区正在跳蹬河流域建设集生
态、文化、康养、体验于一体的中梁山风景区项目，
以期达到治理一条
河，
扮靓一座城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河道的生态修复过程中，
九龙坡区在重庆市率
先采用
“食藻虫引导水体生态修复技术”
，
构建起
“食藻虫—水下森林
—水生动物—微生物”共生体系，实现了水体水质的改善和景观提
升。如今，在清澈见底的跳蹬河里，
“水下森林”已然成形，水草随着
水流缓缓摇曳，鱼虾穿梭在水草间，一幅水清景美、鱼翔浅底的美丽
画卷。
九龙坡区还在跳蹬河构建了智慧水务监测系统。记者在跳蹬河
运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看到，监测系统对浊度、水温、溶解氧等水体
参数进行着实时在线监测。
“通过参数的对照，
一旦水质发生异样，系
统立即自动通知对应河长和运维人员。
”
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跳蹬河九龙坡河段共安装了 395 套水环境监测智能
化设备，
实现了河水环境 24 小时动态监控。

“包袱”也能变财富
□ 文 小
优越的资源禀赋，
给予江西赣州
“稀土
王国”
“世界钨都”的美誉。独特的地理环
境，赋予了赣州保护好我国南方地区重要
生态屏障的历史重任。在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过程中，赣州市探索总结了废弃
矿山治理“三同治”模式，实现了水土流失
控制、
植被质量提升、
河流水质改善和土壤
改良等主要治理目标，
并在打造
“生命共同
体践行示范”
“‘两山’理论创新示范”上进
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赣州的成功经验有三：
一是加快形成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
力。过去，废弃矿山治理职责交叉重复，
监
管者和所有者也没有很好区分开，
既是
“运

动员”又是“裁判员”，导致多头治理，不仅
形不成合力，出了事儿责任还分不清楚。
赣州从顶层设计、
制度保障等方面入手，
为
生态修复治理构筑起“绿色谱系”，如成立
赣州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中心，消除行
业壁垒，
统筹推进废弃矿山治理，
打破原来
“碎片化”
治理格局，
将
“九龙治水”
转为
“合
力修复”
。
二是治理模式创新。赣州市始终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改变以往管山不治水、治水不管山、种
树不种草的单一修复模式，构建起各生态
要素协调的空间格局，实现了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化、
一体化治理。

三是重在治理但不停留在治理。他们
积极探索生态资源产品价值转换实现路
径，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化治理
的绿色发展道路，将昔日的环境痛点转化
为今日的生态亮点和产业焦点。如通过自
然资源政策激励，
吸引社会各方投入，
探索
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矿山生态
修复模式，
实现了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
赣州废弃稀土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的成
功经验告诉我们，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
人。废弃矿山也是一种资源、
一种潜力，
只
要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弃山”也能变成
“金山”
“
，包袱”
也能变成财富。

治理后的重庆跳蹬河九龙坡段水清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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