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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渣、粉煤灰、煤矸石、建筑渣土……固体
废物是错放的资源， 用它们生产新型墙材，可
以节约土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提升房屋建
筑功能———

共建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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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废”变身环保建材

11 月 16 日上午， 位于铜陵市翠湖二
路边上的吾悦广场及吾悦华府项目， 正在
进行扫尾施工。 “我们这个项目 100%使用
新型墙体材料———粉煤灰蒸压加气砌块，
使用量为 1.3 万立方米，建筑面积约 11 万
平方米。”项目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刘周兵
介绍说，这种新型墙体材料“轻质高强”，具
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及承载抗震性能，
而且便于施工，提高效率。

“曾几何时，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建
筑渣土等工业固废让政府和企业伤透了脑
筋，以它们为原料生产新型墙体建筑材料，
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铜陵市墙改办主任
丁剑告诉记者，目前在铜陵市，新型墙材建
筑应用比例为 95%。

丁剑介绍， 工业固废的长期堆存不仅
占用大量土地， 而且会造成水系和大气的
严重污染和危害。 用固体废弃物生产新型
墙体材料，不仅可以节能减排、节约用地，
还具有轻质、高强、保温隔热等功能，可谓
一举多得。近些年来，铜陵市积极建设新型
墙体材料项目， 现有持证新型墙材企业 9
家，产能合计 19 亿标块，其中 6 家企业符
合绿色新型墙材龙头示范企业要求。

走进铜陵铜冠建安新型环保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记者在成品仓库前看到，三台重
型货车正在装运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现
在产品很少有库存，每天发货量都在 700至
800立方米， 主要销往铜陵本地和芜湖、池
州、安庆、黄山等地区。 ”公司经理巩瑞晨说，
企业生产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预拌干粉
砂浆等新型建材， 每年可消耗粉煤灰 4 万
吨、铜尾矿 6 万吨、脱硫石膏 7000 吨、炉渣
5000吨、铜水淬渣 4000吨。

记者了解到，2020 年， 铜陵新型墙体
材料总产量 7.4 亿标块，占墙体材料总量
的 98%，比 2016 年上升 5 个百分点。 今年
1 至 10 月份完成的建筑项目， 使用的墙
体材料 100%为新型墙材。过去 4 年间，该
市累计节地 3328 亩 ， 节能 11.62 万吨标
煤，减少废气排放 2929 吨，利用工业废渣
93 万吨。

日前，2020 年度全省墙改工作综合考
评结果公布， 铜陵市荣获全省墙改工作先
进单位。该市已连续 10 年荣获全省墙改工
作综合考评一等奖。

·记者手记·

“拼搭积木”取代添砖加瓦

年产 30 万立方米蒸压加气混凝土
板材、20 万吨预拌砂浆、10 万立方米湿
拌砂浆……在安徽国弘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 记者被自动化生产线上热火朝天的
生产场景所吸引。

“我们生产的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
产品，被列入《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
增值税优惠目录》，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政策。 ”公司相关负责人周正涛介绍，公
司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的相关项
目， 被列为铜陵市发展循环经济和国家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市建设典型
示范项目，多次获得市、省、国家级资金
补助支持。

“这些混凝土板材，主要用于建筑工
地的建筑隔墙， 原材料主要来自相邻的
国能铜陵发电公司。”指着偌大厂区整齐
码放着的一堆堆板材，周正涛告诉记者，
企业综合利用附近电厂生产产生的大量
富余热能蒸汽、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
等工业废料，来生产混凝土板材，实现资
源综合利用和热能蒸汽梯级利用。

在厂区内，记者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装配式预制件。 周正涛介绍说，蒸压加
气混凝土制品的主要原料是砂（包括各
类尾砂及其他含硅工业废弃物）、 粉煤
灰等硅质材料和石灰 、 水泥等钙质材
料， 生产出来的预制件产品具有轻质、

保温 、不燃和可加工等特性 ，并具有节
能、利废、提高资源利用率等优势，是我
国推广应用最早 ，使用最广泛 ，技术最
完整的轻质墙体材料之一。

“相较于传统现浇建筑，装配式建筑
最明显的优势在于节能环保， 由于减少
了现场搅拌水泥和浇筑的环节， 只要把
工厂预制好的房屋构件， 运到工地装配
起来就行了，施工现场可降低噪音、减少
扬尘，建筑垃圾也能大幅减少。 ”铜陵市
墙改办副主任程曙光介绍说， 目前铜陵
生产的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主要销往合
肥、南京、苏州、浙江等地，下一步将与商
务等部门对接联系，争取产品出口。

“吃干榨尽”推动节能减排

“提升墙材行业企业资源意识，提高
大宗固废资源利用效率， 提升固废综合
利用绿色发展水平， 技术创新是取得突
破的关键。 ”丁剑表示，墙材企业需要积
极建立技术研发平台， 加大关键技术研
发投入力度， 重点突破高质综合利用关
键核心技术和装备。

建材工业是典型的资源能源承载
型行业 ， 作为建材工业重要组成部分
的墙材行业 ， 承载着工业固废的资源
化、减量化及产业化发展重任。 在铜陵
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中 ， 发展新
型墙材，推进消纳大宗固体废弃物 ，是
“无废城市 ” 建设工业领域重点任务 。
丁剑认为 ， 铜陵墙材行业企业在这方

面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针对铜陵市一般工业固废累计堆存

及年产生情况，铜陵市延伸建立“吃干榨
尽”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依托《关于推广
应用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
实施意见》，指导新型墙材企业开发新产
品，推进新型墙材领域尾矿、工业副产石
膏等固废资源综合利用。

“助力铜陵市‘无废城市’建设，打造
‘国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骨干企业’，是
我们的职责使命。 ”在铜冠建材公司，巩
瑞晨告诉记者，企业秉承绿色发展理念，
近年来联合国内矿冶科技、 建筑材料科
研院所， 潜心研究大宗工业固废在建材
行业的综合利用技术， 探索矿山尾矿处

理、充填一体化运营新模式。企业正在实
施的二期矿山充填胶凝材料项目， 已被
列为铜陵市 “无废城市重点实施项目”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其产品
用于矿山井下胶结充填， 年协同处理尾
砂 500 余万吨。项目完成后，年处理各种
冶炼渣可达 22 万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为全面推进
新型墙材行业绿色健康发展，近年来，铜
陵市墙改办积极引导新型墙材企业申报
绿色建材认证、 创建绿色新型墙材示范
企业。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5 家企业通过
了国家绿色建材三星级评价， 两家企业
获评为安徽省“十三五”新型墙体材料示
范企业。

“十四五”期间，国家大力推行工业
固废资源综合利用与“节碳减碳”绿色发
展战略。大宗固体废弃物量大面广、环境
影响突出、利用前景广阔。在消纳大宗固
体废弃物过程中， 墙材行业一直是大宗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重要领域。

当前， 墙材行业经过持续多年的技
术创新， 粘土类墙体材料已被广泛禁产
禁用，多孔砖、保温砖、空心砖和砌块等

多种新型墙材产品普遍推广应用。 墙材
产品原料已由单一的粘土，发展为炉渣、
粉煤灰、煤矸石、建筑渣土等多种废渣和
页岩。 行业技术进步取得的令人瞩目的
成效，为我国节约土地、节能减排、提升
房屋建筑功能、 治理环境污染作出了重
要贡献。

我国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
充分。开展墙材革新，发展新型墙材，是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之

一。提升墙材行业资源利用科研和技术
应用水平，建立高效利用资源的科技人
才队伍，以创新引领行业是当前的主要
问题。 大力促进墙材行业科研、技术的
发展， 促进墙材行业科研能力建设，是
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绿色发展的重

要突破点。

高品质农贸市场惠民生

■ 本报通讯员 蒋国婷

本报记者 张大鹏

走进六安市金安区清水河街道的华山绿色农超， 各色蔬菜、肉
类、水果、熟食等摊位分区经营，鲜、活、生、熟、干、湿商品严格分开，
市场环境如同大型超市般整洁明亮。 档口前整齐划一的溯源电子
秤、食品快检室每天随机抽检产品后发布的信息公示，更是让消费
者“买得放心”。

今年 54 岁的刘桂芳每天都要逛逛菜市场， 提到家门口新升级
的华山绿色农超，她竖起大拇指，“我们作为附近的居民是最直接的
受益者。 ”她说，新市场不仅干净卫生，美观大气，而且商品明码标
价，管理上也比过去规范多了。

据了解，华山绿色农超附近原先有一个建于 2004 年的老菜场，
由于建设时间较久，基础设施薄弱，配套设施不齐，加上一些居民文
明意识不强，环境卫生、违章搭建等“顽疾”屡治不绝。看到周边的新
建小区都很清洁美观，只有老菜场这一带还是破破烂烂、又脏又乱
的，群众意见很大。今年，六安市金安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重点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老旧菜市场的整治就被
清水河街道列入了办事清单。

锈迹斑斑的电表箱换新了，闲置的荒地变身停车场了，市场里
的大事小事有人管有人问了……改造升级后的金安区华山绿色农
超今年 5 月正式营业，项目辐射半径近 2 公里，服务近 20 万人。 作
为金安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该项目主要用于承接原先的老旧菜
市场和一个临时摊点，解决原先两个菜市场环境脏乱差、占道经营
和周边交通拥堵等问题。 开业以来，华山绿色农超的商户入驻率超
90％，覆盖了蔬菜、肉类、水产、副食等各个种类的商品，日均客流量
近 6000 人次。

“新菜场整洁、明亮、宽敞，在这样的菜市场里买菜，心情都特别
好。 接完孩子放学，我也愿意带她一起来逛逛。 ”顾客梁小婷说。 升
级后的农贸市场，不仅让周边群众“眼前一亮”，也让新老商户们从
中获益，“钱袋子”更鼓了。

“冬天到了，买点白萝卜回家和羊肉一起炖吧……”每每有顾客
路过， 经营着上百种蔬菜的班俊龙总是热情地推销着自家的商品。
他以前老旧菜场的一名商户，也是菜场改造升级后最早入驻新市场
的商户之一。 班俊龙坦言，自己曾经担心过菜市场换了地方会流失
客户，但是升级后的菜市场看起来很“高大上”，“环境好了，销售品
种多了，市场管理规范了，客流也量大了，生意自然越来越好。”除了
零售，他还谈下了好几个定时配送蔬菜的大客户。

今年 69 岁的“新商户”晏士传和老伴来自农村，靠着自家种植
的白菜、芹菜、小葱等，赚取生活费用。 “以前，我在路边的临时摊点
摆摊卖菜，环境差不说，遇到刮风下雨菜卖不出去，一点钱都赚不
到。 现在可满意了，不仅头顶上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而且客流量
大，不愁菜卖不掉，一个月平均下来有两三千的收入。”晏士传说道。

华山绿色农超总经理李松园对记者表示， 根据政府相关要求，
市场从兴建到管理，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回应群众需求。今后将继续
落实有关要求，外在添“颜值”，内在融“智慧”，不断完善档口设置、
引入更多的智信化设施设备，推动市场规范化、智慧化、便民化、特
色化发展。

以心暖心，把爱传递下去

每天只有 10元伙食费，2年舍不得喝一杯饮料……一名清华大
学男生在匿名平台“树洞”上发的长文刷屏网络，网友称其为“清华最
苦男生”。靠奖助学金和做家教，他顺利完成本科学业，读研后又做助
教、干兼职，挣钱养活自己。 令人意外的是，他从研一开始，每学期拿
出 3200元资助家乡的 4个贫困孩子。 他说，因为这一路，自己得到了
很多人的帮助，他想把这爱传递下去。 把爱传递下去，是对社会的最
好回报。

我们有幸生于这个时代的伟大国度，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百姓生
活巨变。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我们跨入全面小康社
会，向着更美好的生活目标进发。但我们也要看到，相对贫困问题依
然存在，有的人可能因各种原因而深陷困境。对他们来说，艰难的生
活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这个时候，是袖手旁观还是扶危济困，折射
着社会炎凉、人情冷暖。令人欣慰的是，这个社会上，爱心没有缺席，
温暖一直在场。各界爱心人士、各种慈善活动、各类公益组织都在发
挥不同作用，让身处困境的人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看到了艰
难生活中的希望。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有恩必报、知恩图报，是中华民
族笃信笃行的道德信念。 古往今来有无数知恩报恩的道德佳话。 今
年夏天，笔者作为志愿者参加向日葵公益助学中心活动，深入皖南
山区走访困难家庭学生。许多孩子衣着朴素、性格内向，但他们眼里
有光， 有为改变命运而拼搏的志气。 一名受捐助的孩子认真地说：
“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也一定会帮助他人。 ”在困难中成长，他们
更懂得感恩。

把爱传递下去是知恩图报的最好表达。许多人奉献爱心都是不
图回报的，他们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见到别人有困难，能帮一点是一
点。如果受助之人有一天摆脱了困境，还有条件帮助他人，这可能是
爱心人士最期待的结果。 前几天，合肥市 90 后退伍小伙阮康“做了
一件很普通的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给一位在上海治疗的血液
病患者带去重生希望。 这名患者亲笔写下感谢信：“我们素未谋面，
您不求回报，无私地给了我生命的种子，让我的人生充满阳光，是您
用充满魅力的人格为我延续了新的生命……感谢您， 我康复后，会
将您的无私精神无限延续下去！”今日受助之人就是明天助人之人，
爱心在接力中传递，温暖在心灵中涌动。

一颗爱心就是一粒火种。无数火种汇聚起来，就变成了熊熊燃烧
的火炬。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有困难时接受爱，有条件时传递爱，
每个人都在爱的大循环之中。 只要我们将心比心、以心暖心，把爱传
递下去，爱心之火就会越烧越旺，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温暖。

执笔：吴林红

■ 本报记者 林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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