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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如何强基赋能⑥

“一口池子” 串起一条生态链

■ 本报记者 史力

� “让沼气工程能建
成，更能长期使用”

———以需求为导向，支
持企业市场化运作

“做饭不烧柴和炭。 ”沼气作为
可再生清洁能源， 提纯后就是生物
天然气，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燃气，
为农业生产提供有机肥， 还有助于
治理城乡有机废弃物污染， 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

近期 ，省农业农村厅出台 《关
于发展农村沼气助力乡村振兴的
指导意见 》。 省农村能源总站站长
张瑞介绍 ，沼气工程在农业循环经
济中居于枢纽地位。 从服务乡村振
兴的要求出发 ，意见提出把沼气工
程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来建设 ， 不仅解决农村能源需求 ，
还充分发挥其在有机废弃物处理 、
有机肥生产 、循环农业枢纽等方面
的多种功能。

意见明确提出， 到 2025 年各地
在条件适宜的区域， 开展特色鲜明、
功能突出、综合效益高的规模化沼气
项目建设试点和绿色循环农业试点，
形成多种沼气发展典型模式和多元
建设模式，探索建立沼气全产业链支
持保障政策体系。

到 2035 年， 全省建成一大批规
模适度、覆盖广泛、运行良好的沼气
和生物天然气工程，沼气相关产业一
体化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沼气和生
物天然气工程在处理城乡有机废弃
物、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优质清
洁能源、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的
作用更加突出。

农民对沼气并不陌生。 经过多
年建设， 目前我省户用沼气池存量
80 多万户 ， 中小型沼气工程 2724
处，大型和特大型沼气工程 241 处。
沼气工程年产沼气 5000 多万立方
米， 年可处理有机废弃物 200 多万
吨，大大改善了城乡人居环境。 “但
目前农村沼气也存在使用不方便 ，
利用率不高等问题， 特别是管护问
题突出。 ”张瑞介绍。

为此，意见特别提出，新建沼气
项目一定要因地制宜， 以需求为导
向 ，统筹考虑原料保障 、沼气利用 、
沼肥开发等因素。 特别是要坚持政
府支持 、企业主体 、市场化运作 ，鼓
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大力鼓励各
市、县（市 、区 ）采取购买服务 、奖补
等有效方式落实建后管护机制。 “让
沼气工程能建成，更能长期使用。 ”
张瑞说。

� � “ 充 分 考 虑 怎 么
建 、如何用 ，避免搞成
花架子”

———以全产业链思维

总体设计、 统筹谋划产业
布局

如何推动沼气发展？ 意见规划
了工程建设 、产品利用 、产业化发
展 、科技创新以及监管等 5 方面重
点任务。

“充分考虑怎么建 、如何用等
问题 ，避免花架子工程 。 ”张瑞表
示。 意见提出“要以现实有需求、原
料有保障 、 企业有盈利为前提条
件”，积极推进沼气工程建设。 工程
“要适应秸秆 、 废弃果蔬 、 人畜粪
污 、餐厨垃圾 、农产品加工副产物
等有机废弃物处理需求 ”， 以发挥
其废弃物处理的功能。

在哪里建 ？ 意见强调 ，要适应
城乡生产 、生活 、经营用能需求 ，选
择农村集中居住区 、集镇 、工商业
区 、学校等用能需求集中区域的周
边 。 记者留意到 ，意见专门提出积
极引导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沼
气工程 ”，对此 ，张瑞表示这是为发
挥工程的循环农业枢纽作用 ，统筹

解决农业生产加工中的秸秆 、废弃
果蔬 、 畜禽粪污等资源化利用问
题 ， 有机肥供应以及自身用气 、用
热、用电等问题。

此外，意见还强调要根据周边实
际需求，创新运营、管护机制，改造、
盘活现有的沼气工程，推进户用沼气
池的利用、处置，发挥好现有沼气设
施的作用。 “不能让现有设施 ‘睡大
觉’。 ”张瑞表示。

在产品利用上，意见提出要推进
沼气、沼液沼渣等产品利用。 大力推
动沼气工程向集中居住区、 园区、厂
房等规模化用能区域开展多渠道直
接供气或分布式供气，还可以发展沼
气提纯，向管道天然气、制备车用压
缩天然气、热电联产等高值化利用方
式的多元化发展。鼓励沼液沼渣就近
还田、推广水肥一体化，或生产加工
有机肥商业化利用。

“为更好地发挥沼气在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上的作用， 我们强调要
大力推动产业化发展， 以全产业链
思维总体设计、 统筹谋划沼气及关
联产业发展布局。 ”张瑞说。 意见提
出要大力培育沼气产业市场主体 ，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村沼气建
设和运营。 推广“畜禽养殖+沼气工
程+农作物种植 ” 生态循环农业模
式，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以
沼气为纽带的跨主体、 跨区域合作
的生态循环农业， 协调推进特色种
植业、养殖业、环保产业等一体化发
展。还可以依托沼气、生物天然气工
程及其联结的绿色生态特色种养基
地、特色农产品等，大力发展休闲农
业 、观光农业 、体验农业 ，延长产业
链条。

据了解，当前沼气利用还存在不
少技术“瓶颈”。 为此，意见也提出集
中科研资源研发新工艺、 新产品、新
材料、新设备。开展秸秆预处理、稳产
高产发酵工艺、 多能互补增温保温、
沼气提纯罐装、 沼液合理有效利用、
沼肥高效施用等关键环节的技术攻
关。 此外，意见还要求各地加强监督
管理，提升沼气工程建管水平，制定
覆盖全流程的技术规范和制度，加强
质量控制和管理。

“可以先搞试点，逐
步推进”

———加强政策支持，鼓
励探索推广成功模式

建好、用好沼气工程，首先需要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思想和工作到
位。 意见提出，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
推动农村沼气发展纳入生态环境保
护 、乡村建设 、乡村产业 、能源发展
等规划。 特别是农村能源、畜牧、种
植、土肥、植保、农业生态环保、农村
社会事业等工作机构要各司其职 ，
各负其责，主动作为，共同推进农村
沼气发展。

沼气工程涉及面广， 特别是运
营及产业化发展， 需要加大政策扶
持。 意见提出了多项具体的优惠政
策， 包括落实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
用试点政策和省财政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
肥生产等政策，支持工程建设。 落实
税收、 上网电价、 天然气入网等政
策， 探索农村沼气补贴政策和补偿
机制等。

在人才保障上，意见提出要健全
和稳定农村沼气管理机构，加强农村
沼气工作队伍力量，把农村沼气专业
队伍建设纳入到我省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县、乡镇农技
推广机构要配备农村沼气技术人员。
加强高层次沼气技术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优化沼气科技人才结构，建立
多层次、多类型的沼气人才队伍。

“建设中可以先搞试点，逐步推
进。 ”张瑞表示。 意见鼓励各地加强
典型示范，打造一批绿色能源小镇、
沼气工程精品示范村 （镇 ）、以沼气
工程为纽带的生态循环农业等典
型， 总结推广一批可复制的沼气发
展成功模式。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出台意见扶持农村
沼气发展，鼓励围绕沼气工程建设，发展农
业循环经济———

以放开落户倒逼公共服务均等化
■ 胡旭

岁末年初，山东省全面放开城镇落户
限制，取消落户城镇的其他前置条件和附
加限制，受到广泛关注。 山东是我国经济
总量第三大省份，人口规模超过 1 亿。 作
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其全面放开城镇
落户限制，同步实施城乡双向流动的户籍
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户籍制度改
革的大趋势。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开局起步阶段，新型城镇化是加
快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路径。人是生产力中最

活跃的因素，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人的城
镇化为核心提升城镇化水平，既是要素资源
市场化配置的必然要求，更是提高要素配置
和产出效率的必要途径。 越是人口多的区
域，越需要最高效的资源配置来驱动经济社
会全面进步，这也正是 1亿多人口的山东全
面放开落户限制的根由所在。

人的城镇化更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

必然选择。 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能力和保障水平是决定居民生活品质的关

键，进一步提升人口城镇化率，有利于在尽
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最合理的要素投入成本，
创造出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最大便利化、让

基本公共服务最大程度均等化的红利。
加快城镇化更是以城带乡，加快乡村振

兴的必然要求。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民以食为天，乡村
承担着全中国 14亿人口粮食以及各类农副
产品稳定供应的重任， 必须率先迈向高质
量、高效率、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才能为现
代化构筑坚实支撑，这既会推动农村适度人
地分离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更是客
观的发展需求。 乡村的宅基地、承包地等是
农民的重要财产性权益，通过人的城镇化支
撑集约高效的农业发展，才能持续促进农村

资源资产增值，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更多
人在城镇安心落户、安居乐业。

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所引发的普

遍担忧是，能不能让落户的人口真正享受
到城镇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不是一蹴
而就，但不能因此滋生“坐等”心态。 山东
走的这条以放开落户限制倒逼城镇加快

公共服务供给和能力建设的路子，不失为
一招高明的“快棋”。

想做总有办法，不做总有理由。 与其
强调客观困难，不如起而行之，在放开落
户限制的同时，统筹各方资源，加大投入
力度，顺应群众期待，加快民生和基本公
共服务补短板步伐，探索完善按照服务管
理常住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配置公共
资源的实现路径。从这一角度来看，1 亿多
人口的山东省能率先迈开一步，至少可以
打消不少“畏难”情绪。

·经济快评·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实习生 陈乙清

“轨道上的安徽”加
速跑，合肥与沪苏浙将
成“1小时朋友圈”

2020 年 12 月 30 日，宁淮铁路天
长段正式开工，素有“安徽东大门”之
称的天长沸腾了。 天长市位于安徽省
最东部，三面被江苏省 5 县市环抱，由
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里成了铁路网
规划的盲点，至今未通铁路。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深入
推进， 天长迎来了交通发展的重要机
遇。 宁淮铁路将结束天长不通铁路的历
史，63万天长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

宁淮铁路自南京北站引出， 经天
长市至江苏淮安，项目总长 200 公里，
设计时速 350 公里，总投资 404 亿元，
施工总工期 4 年 ， 其中安徽段全长
43.9 公里，新设天长 1 座车站。

“高铁建成通车后，天长将接入国
家高铁网， 天长到南京的通行时间将
缩短至半小时左右， 到合肥预计 1 个
多小时可以通达。 天长将搭上苏中苏
北的快车，加快对接大江北，融入南京
都市圈。 ”天长市交通局局长於旌方欣
喜地介绍，“十三五”以来，该市抢抓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机遇， 加快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先后谋划宁淮高铁、宁
天城际二期两条铁路， 努力变区位优
势为交通优势。

“十三五”以来，我省推动交通运
输全面对接沪苏浙，以打造“轨道上的
长三角”为重点，全方位推进交通基础
设施联网优化、运输服务提质升级、多
种运输方式融合发展，郑徐、杭黄、商
合杭、郑阜、合安等一批高速铁路建成
通车，“轨道上的安徽” 建设取得显著
成就。截至目前，我省高铁运营里程达
到 2329 公里，位居全国第一位，16 个
省辖市“市市通高铁”，高铁通达 28 个
县， 基本形成了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
型高铁网， 安徽在全国铁路网特别是
高铁网的枢纽地位进一步提升。

近日 《安徽省贯彻落实长江三角
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规划实施方案》发布，明确提出，我省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实
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到 2025 年，
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总体形成，
“轨道上的安徽”基本建成，全省铁路密
度达到 507 公里/万平方公里， 高速铁
路达到 3700 公里， 实现铁路网覆盖
90%以上的县 ，80%以上的县通达高
铁。 合肥与沪苏浙中心城市之间享受
1—1.5 小时客运服务，合肥都市圈内享

受 1 小时公交化通勤客运服务。

打通“断头路”“瓶
颈路”， 提升省际互联
互通水平

2020 年底，S205 铜城至冶山段一
级公路建成通车， 制约天长到南京的
一条瓶颈路打通。 家住天长的徐先国
在南京一家外企上班，这条路通车后，
意味着他上下班之路更加畅通。

“以前从市区到金牛湖这段路只
有双向两车道，车流量大，经常拥堵，
上下班要两个小时， 我一周只回来一
两次，现在变成了双向六车道，一路畅
通，上下班路程节省了半个小时，两地
实现了同城化，我可以天天回来了。 ”
徐先国说。

邱良山是天长天汽运输公司的负
责人， 公司共有 100 多辆货车负责物
流配送， 交通条件的改善让他们感受
颇深。天长至南京这条线路最为繁忙，
现在随着道路变得畅通， 物流需求更
加旺盛。 不少驾驶员反映，S205 通车
后，通行条件明显改善，不仅通行时间
缩短了半个小时，货运量也增加不少，
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天长市交通局副局长赵玉龙介
绍，“十三五”期间，天长切实加快国省
干线公路、 高速公路等高等级公路项
目建设，打通省界“断头路”，实现区域
交通“互联互通”，共完成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 55 亿元， 新增高速公路
54 公里、一级公路 80 公里，宿扬高速
天长段、S205/S410 铜城至冶山段等一
批省际公路先后建成通车。

打通省际“断头路”，是长三角交
通一体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我省深化东向对接，加强与
沪苏浙通力合作， 持续打通 “断头路”
“瓶颈路”， 省际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
升。 泗洪至许昌、宿州至扬州、徐州至明
光、芜湖至雁翅、济南至祁门砀山段等 5
条高速公路先后贯通， 高淳至宣城、溧
阳至宁德高速江苏段，临金高速临安至
建德段，来六高速、蚌埠至泗洪高速、黄
千高速等 6 个项目加快建设，申嘉湖西
延安徽段即将开工，打通省际待贯通路
段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安徽省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地
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
实施方案》指出，实施高速公路贯通加
密、扩容改造和服务提升工程，谋划建
设一批东联沪苏浙、 西接中西部的高
速公路， 推进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升级
改造。优化高速公路网络层次结构，提
升省际高速公路通达能力， 滚动实施
省际待贯通路段专项行动， 加快实现
高速公路“县县通”到“县城通”。

优化港口功能布

局，打造通江达海的现
代港口群

“呜呜———”2020 年 12 月 22 日
上午 10 点，汽笛一声长鸣，满载货物
的“胜涛 668”号缓缓驶离芜湖朱家桥
码头，向着上海外高桥港进发。

作为我省首条通往上海的外贸直
达航线，芜湖—上海外高桥“点到点”
外贸直达航线开通后， 芜湖到上海的
运程将由原先 7 天以上压缩至 3 天以
内，大大提升外贸货物运输时效，降低
了企业物流成本， 为省内企业提供稳
定的近洋支线班期及运输通道， 助推
安徽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贸直达航线的开通， 为我省外
贸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江森自控日立空调有限公司芜湖
分公司负责人丁昊介绍：“原先我们的
货物从芜湖港运到东京港需要挂靠太
仓港口，耗时长达 10 天，现在六七天
就可到达，每月的货运量提升了 15%-
20%。运费也大大节省，每月能省 5-10
万元左右。 ”

芜湖申芜港联物流公司是一家货
代公司， 企业负责人余林也感受到了

直航带来的“春风”。 “直航开通能缓解
港口拥堵、 避免不可抗力导致中途封
航等问题， 船舶挂靠各港口所牵涉的
衍生费用也都可以避免，如装卸费、落
配费、超时造成的码头堆存费等。时间
成本的节约提升了用船率， 整体货运
量提升了。 ”余林表示，看好芜湖港的
未来，企业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

近年来，我省加快港口资源整合，
以芜湖至上海航线为核心， 省内水上
巴士 “合芜小支线”(合肥至芜湖)、“皖
江小支线”(安庆-池州-铜陵-芜湖)为
两翼的“一核两翼”全省集装箱运输新
格局基本形成， 全省集装箱港口运营
一体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根据《方案》，我省将进一步优化港
口功能布局。 继续推进港航资源整合，
健全一体化发展机制， 布局形成以芜
湖、马鞍山港为核心，安庆、合肥、蚌埠、
池州、铜陵、阜阳、淮南港为骨干，其他
港口共同发展的总体格局。 推进芜湖、
马鞍山、安庆江海联运枢纽，合肥江淮
联运中心和蚌埠淮河航运枢纽建设，开
展淮南淮河航运枢纽建设研究，共同打
造串点成线、 通江达海的现代港口群。
完善集装箱江海联运体系，提高集装箱
水水联运比重。 推进连接沿江、沿淮主
要港口集疏运铁路、公路建设，实现港
口与铁路、公路运输衔接互通。

到 2025年， 全省 80%以上的县将通达高铁， 所有县城通高速公
路，合肥与沪苏浙中心城市之间享受 1—1.5小时客运服务———

交通先行 拉近长三角“朋友圈”

截至目前

我省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22222333332222299999公里
居全国
第一位

16个省辖市“市市通高铁”

高铁通达 28个县

到 2025年

全省铁路密度达到 507公里/万平方公里
高速铁路达到 3700公里
实现铁路网覆盖 90%以上的县，80%以上的县通达高铁

到 2025年

全省干线公路内联外畅
高速公路密度达到 485公里/万平方公里
以上
在“县县通”基础上，实现所有县城
通高速公路

扫
二
维
码

链
接
新
媒
体
报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