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加快新建建筑垃圾消纳场

“吃”得多还能“变废为宝”
旧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已关停，

新的建筑垃圾调配（处置）厂还未建
成。新旧接替的空档期内，中心城
区随意偷倒、异地倾倒建筑垃圾现
象有所抬头。为解决中心城区建筑
装潢垃圾处置难、简易填埋造成二
次污染等问题，我市加快实施屯溪
区建筑垃圾调配（处置）厂项目。6
月 13 日，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
项目已进入设计阶段，环评工作同
步进行。建成后将有助于解决建筑
垃圾随意偷倒、异地倾倒问题，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

6 月 10 日下午 3 时，屯溪区屯
光镇南溪南村，村民吴辉煌骑着三
轮车，在花山亭沿线清理垃圾。“刚
才拉走了 4车，你看看，光这里就还
有这么多。”他告诉记者，“今年到现
在，就这个三轮车，我就至少拉了七
八十车。但是，每次清理干净了，还
是会有人偷偷运来倒，一点办法也
没有。”

相距不到 100 米，屯光镇垃圾
中转站里，垃圾压缩机正在轰隆声
中作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里只接收生活垃圾，人家要是拉
来建筑垃圾，“我们这里是不会收

的”。吴辉煌的三轮车上，多半是建
筑垃圾；也有生活垃圾，是他“费了好
大神气”从建筑垃圾中分拣出来的。

“这一堆碎砖头，是从路边的垃
圾里拣出来的，小块的就拉到山上
填路，大块的就找个地方埋起来。”
吴辉煌说，路边不止有碎砖块、碎玻
璃、轻质砖，还有废木板、电线胶条
等装潢垃圾，也有破沙发、旧床垫等
大件的废弃物。“有的席梦思，一吃
水，三个人都抬不动。”

吴辉煌说：“这条路，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偷倒垃圾很难被发现。”
曾有人从富礼村来到花山亭，拉着
一车修电瓶车的垃圾。“我猜他要往
路边倒，就跟着他，他到哪里，我到
哪里，就不给他倒。前后跟了 1 个
多小时，最后实在没工夫再跟了。
后来听讲，那人把垃圾倒在花山大
桥边上了。”

屯光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随
意偷倒、异地倾倒建筑垃圾，在农村
里和城乡接合部较为普遍，影响美丽
乡村建设。其中有多种原因，有的是
贪图方便、省事，不想跑远路，就近找
个地方随意倾倒；有的是不想缴建筑
垃圾处置费，找个没人注意的地方偷

偷倾倒。篁墩村的建筑垃圾消纳场
关闭后，问题更加突出。

2017 年 4 月，我市出台城市建
筑垃圾（工程渣土）管理办法。其中
明确，建筑垃圾是指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
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网等以及居
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弃
土、弃料及其它废弃物；建筑垃圾处
置实行收费制度。

同期，建于篁墩村、建设用地约
25 亩的市建筑垃圾消纳场正式启
动。但是，从 2018年 1月起，该消纳
场从不再运入新的建筑垃圾。之后
实行封场绿化。在新的建筑垃圾消
纳场建成之前，为解决中心城区建
筑垃圾临时存放问题，我市在阳湖
镇百鸟亭拆迁地块设立建筑垃圾临
时堆放场。

2018年上半年，针对随意偷倒、
异地倾倒建筑垃圾现象抬头，屯光镇
人大组织区、镇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建
筑垃圾处置工作。调研人员称，一些
不可降解垃圾甚至有毒有害废弃物
混入其中，严重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和
居住环境；二次清运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但无法从根本上制止随

意偷倒、异地倾倒行为。
今年 3 月，为解决中心城区建

筑装潢垃圾处置难、简易填埋造成
二次污染等问题，市住建局拟在阳
湖镇紫阜村建设建筑垃圾调配（处
理）厂项目，将屯溪区建筑垃圾收集
进行集中处置。市发改委批复同意
屯溪区建筑垃圾调配（处置）厂项目
立 项 。 公 示 显 示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1.7483公顷，建设建筑垃圾处理厂、
环卫基地各 1 座，日处理建筑装潢
垃圾 220吨。

市住建局有关工作人员说，篁墩
村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其实是填埋场；
紫阜村的建筑垃圾调配厂实行减量
无害化分拣，生活垃圾、铁块、木质实
行分类分拣，能焚烧的就送去焚烧，
不能焚烧的就破碎，可以用来回填、
制砖，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紫阜这
边场地约 1.8万平方米，不需要太大，
只要设备进来就可以了。”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屯溪区
建筑垃圾调配（处理）厂项目已进入
设计阶段，市住建局已就该项目委
托第三方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如 进 展 顺 利 ，今 年 8 月 可 初 步 建
成。建成后将大大提高中心城区建
筑垃圾处置能力，农村地区、城乡接
合部建筑垃圾带将得到有效治理。

·许 晟·

席梦思“沉睡”路边垃圾带

新旧消纳场接替存“空窗期”

“吃”得多还能“变废为宝”

歙县

力推秸秆发酵床养猪技术

菡 萏 花 开 引 客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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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
点实施以来，屯溪区共争取试点项目 14 类
32 个，补助资金 6403.56 万元。试点以来，
该区累计投入资金 3.9 亿元，大力推进生活
垃圾污水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污水管网提升改造等项目建设，推动全
区水质持续改善。

据了解，屯溪区全区共设置水质考核断
面 7个（国考 3个，市考 4个），其中国考重点
河流水质总体达到国家和省要求的水质改
善目标，4个市控重点河流水质污染不断减
轻。

为解决污水直排入河流造成生态污染
问题，该区大力开展综合整治。一方面，积
极与北京金州集团合作，计划投资 1.5亿元，
对 101个自然村农村污水进行全面治理，有
条件的全面接入市政主管，暂不具备条件的
以“三格式化粪池”进行沉淀处理，目前已投
入 3200 万元，完成 11 个试点村和瑶里村的
污水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另一方面，投资

2900 万元完成珮琅河较差水体整治，投资
800万元完成朱村河较差水体整治等，通过
沿江市政排污口截流，积极将原有散乱排、
直排入河污水引入市政污水管网。同时，通
过实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实现小区雨污分
流，2016、2017、2018 年分别实施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85个、35个、27个，累计投资超 1.5
亿元，今年将继续投资 7800万元，完成 51个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为确保污水不流入新安江，该区还积极
推进江南片扩能修复，通过管道机器人检测
技术，对江南新城 18 公里污水管道全方位
检测，针对发现的管道故障和问题，结合今
年实施的江南新城市政配套改造提升工程，
一并进行修复和改造。

在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上，截至目前
该区共投入 467.2978万元，共清退生猪养殖
场（户）432 户，退养生猪 26286 头，完成率
94%。

·冯 劼·

本报讯 歙县鼓励规模养猪户在实践
中创新秸秆发酵床养殖技术，取得成功经验
后迅速向全县生猪散养户进行技术推广，不
仅解决秸秆禁烧“出口”问题、拓宽秸秆综合
利用渠道，也有效解决生猪养殖直排污染问
题，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更美丽。

据了解，2018 年，歙县在郑村、雄村、溪
头、深渡、长陔等乡镇规模养殖户中进行秸
秆发酵床养猪试点，获得成功经验，消纳
油菜秸秆 5000 多吨。随后，该县启动实施
2019-2021 年“ 发 酵 床 养 猪 技 术 推 广 三 年
行动计划”，到 2019 年底实现 30 个在建美
丽 乡 村 省 级 中 心 村 生 猪 散 养 户 秸 秆 发 酵
床养殖技术全覆盖，到 2020 年底实现全县
27 个乡镇政府驻地村和 83 个省级中心村

（或贫困村）生猪散养户秸秆发酵床养殖
技术全覆盖，到 2021 年底全县散养户秸秆
发酵床养猪率力争达 80%以上，生猪散养
污水直排问题明显遏制，确保实现“规模
养殖全覆盖、散户养殖高覆盖、农村环境
更美丽”。

具体工作中，该县坚持“政策引导、部门
指导、乡镇主导”模式，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统
筹协调，根据全县各乡镇生猪散养户数量、
养殖总量大小及秸秆产量等情况，统筹谋划
秸秆发酵床制作企业与乡镇“一对一”“一对
多”结对供货或提供技术服务；各乡镇负责
发酵床养猪技术推广具体组织实施。该县
积极建立农村生猪散养户发酵床养殖奖补
政策，培育发展秸秆发酵床养殖产业链，全

县秸秆发酵床制作企业已达 16 个；县财政
对发酵床制作企业每收购利用一吨油菜秸
秆补助 300 元，对生猪散养户采取“发酵床
猪舍”改造一次性奖补和头一年发酵床垫料
补助相结合办法，鼓励农户改变养猪模式。
各乡镇确定不少于 1 个中心村作为发酵床
养猪技术示范村，每个示范村确定 5-10 户
发酵床养猪示范户；县里适时组织开展现场
观摩会，现场学习推广技术。

该县注重强化资金保障，从新安江保护
资金、美丽乡村建设资金、扶贫资金、秸秆综
合利用资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资金等多
渠道整合资金，强化农村生猪散养户整治经
费保障。强化科技驱动，组织精干力量开展
生猪散养户秸秆发酵床养殖技术和装备研
发攻关，不断完善工艺流程和技术标准，及
时对关键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申
报。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发挥县融媒体中心
等县内媒体作用，大力宣传秸秆发酵床养猪
技术的益处；开展“文明养殖户”评选活动，
激发养殖户争创“清洁家园”“美丽庭院”的
主动性。强化乡村治理推动，坚持把生猪散
养户整治纳入乡村治理重要内容，纳入村民
自治和依法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范畴。强
化督导考核推动，坚持将生猪散养户秸秆发
酵床养殖技术推广工作作为美丽乡村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考核
重点，纳入县对乡镇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同
时，加强日常督导，强化工作推进。

·王自峰·

本报讯 为抓好水环境治理，近年来，
黟县全面落实河长制，采取污水集中收集处
理、水岸同治、严控面源污染等举措，确保

“水清 水净 水美”，呵护绿水青山。
该县组建河道专业打捞队伍 25支、150

人，成立护河志愿者队伍、专职护河队伍 3
支，分类推进 25个重点村、17个一般村河道
管理。创新河长制管护模式，复制推广柯村
镇拦河养鱼、网格化监管等模式，开展水环
境联合执法，有力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完善
基础设施，启动建成区、建制镇雨污分流、排
污管网建设，建成运营宏村至县城 13 公里
污水管网，完成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增
脱氮除磷工艺，建成运行农村垃圾 PPP 项
目。深入开展农村“三大革命”和农村环境

“六治理”，严格源头控制，建成“生态美超
市”8家，全面清理村庄河道垃圾。

该县推进水岸同治，科学规划流域内水
利水电工程，启动备用水源地拜年山水库前

期工作。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管，完成排污口
整治 3个。出台《黟县砂石资源统一经营管
理实施方案》，探索砂石资源国有企业经营，
进一步规范砂石管理。持续开展渔业增殖
放流活动，去年以来累计放流 110万尾。实
施屏山村有农示范园、宏村标准化农业示范
基地、龙江优质粮油生产基地项目，推广测
土配方、农药集中配送、太阳能杀虫灯、幼虫
黄板、良种良法等新技术，从源头控制面源
污染。创新实施“一村万树三年行动”，提升
村庄绿化水平，目前，已累计栽植苗木 29.2
万株、面积 3700亩，占总任务数的 58.4%。

该县还严格落实水源地管理制度，全面
履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强化
水源地日常监管，严肃查处、打击各类水环
境违法行为。全方位开展新《环保法》《水污
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法律法
规宣传，切实增强公众生态保护意识。

·吴海鹰 韩丹妮·

黟县

河长制多举措促水“清净美”

6 月 30 日，如织游客在休宁县
盐铺村赏花拍照。

时下，正值菡萏盛开的季节，
在休宁县盐铺村，蓝天白云下，娇
美的荷花、田田的荷叶、徽派村落
……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成
为市民休闲赏花的好去处，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赏花，成了盛夏一道独
特的风景。

曹集林/摄

本报讯 今年，祁门县在祁山、金字牌
等 5个乡镇实施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 1350万元。目前项目区域初步
设计方案已经通过市级相关部门评审。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实现“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支撑，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基础，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推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项目建设
中实行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配
套，重点在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
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

输配电、科技服务和建后管护等方面加大建
设力度，从而有效提高耕地地力和质量。

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可以有效缓
解祁山、金字牌、凫峰、大坦、柏溪等 5 个乡
镇 16 个行政村 9000 余亩土地人口承载力
重、灌排设施不配套、生产交通条件差、区域
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同时有效改善项目区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增强农作物抗御旱涝灾
害能力，使农业生产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
据初步预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投入产出
比在 10%以上。 ·钱新胜 汪烈平·

祁门县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启动

屯溪区

加快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

餐厨垃圾的回收再利用，不仅
可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
是保障食品安全卫生，保护环境卫
生。近日，看着一辆辆满载餐厨垃
圾的运载车驶入处理厂，黄山太平
经济开发区净而美保洁服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汤胜平紧皱的眉头终于舒
展开了。

事情追溯到去年 9 月份，国家
相关部门要求严禁使用餐厨剩余物
饲喂生猪，同时，黄山区城管部门也
不允许在街道乱倾倒餐厨垃圾。而
城区多是小型餐饮单位，没有专门
设施，餐厨垃圾的处理成了黄山区
垃圾处理中的一个难题。净而美保
洁服务有限公司汤胜平在了解情况
后，接受了这项工作。

餐厨垃圾处理厂运营初期，愿意

免费向其提供餐厨垃圾的商户并不
多，不少人还是私下卖给生猪养殖户
赚钱。在接到汤胜平的反馈后，区城
管局、市管局和农业等部门迅速出动，
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终于说通了大
部分的餐饮单位同意把餐厨垃圾送到
处理厂。

可新问题随之来——黄山区是
旅游区，餐饮单位虽规模不大，但数
量多，随着每天餐厨垃圾的增多，需
回收处理的垃圾数量远超当初的预
想，负责上门回收的人手、运力都不
够。为确保能顺利开展收集工作，
该区城管部门积极协商，同意增加
1辆密闭运输车和 2个工作人员。

处理厂建设初期，室外的收集
池尺寸偏小，面对数量较大的厨余
垃圾，受限很多，工人操作不方便也

不安全，加上山区雨水天气较多，每
逢下雨就要停工，溢出的雨水还会
污染周边环境。区城管部门了解到
情况后，找来工程师，在经过多方验
证后，确定了在该区玉河环卫基地垃
圾中转站室内设置一套连体式餐厨
垃圾收集池、污水收集池和废油收集
池的方案。工程进展顺利，1个月不
到，就完成了处理池的建设工作。

目前汤胜平负责的处理厂每天
会收到 10 车餐厨垃圾，约 5 吨重。
收集的餐厨垃圾采取“粉碎-沥干-
油污分离”处理工艺。处理后固体
残渣投放入垃圾集装箱内，再做无
害化处理；分离后的污水经处理后
排放至污水管网；分离出的油，则可
以制成供卡车、船舶使用的生物柴
油。 ·洪磊 胡晓发·

一波三折回收路 餐厨垃圾终被“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