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密网络护家园
■ 本报记者 徐建 阮孟玥

去年 6 月， 石台县矶滩乡矶滩村的程建走
上了新的岗位———专职环境监督员。 每周，他要
和同事们一起将环境巡查计划中的点位巡查一
次。 “最近，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巡查秸秆禁烧。 ”
程建说。

石台县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长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县先行先试打造生态环境监督
“一张网”，与环境监督员相互协作，将村级公益
岗、护林员统一纳入环境保护体系。 公益岗和护
林员作为基层环境监督力量的补充，在履行本职
工作的同时，还承担巡查上报生态环境问题的职
责。 环境监督员在巡查发现问题后，立即在工作
群通报，公益岗人员、生态护林员在收到通报后
主动认领、及时处理。 对生态护林员、公益岗人员
处置能力范围或职责之外的问题，由村监督长统
一安排，建立环境轻微问题、一般问题从发现到
处置的闭环工作机制。

石台县的做法是池州市基层推进“环境监督
长制”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池州市以全省“环
境监督长制”试点为契机，加快构建覆盖全域的
生态环境监督体系，积极打造示范标杆。

该市筑牢生态环境治理的“人民防线”，纵向

上，构建“市县乡村四级环境监督长”组成的监督
网络，形成纵向到底、分级负责的监督体系；横向
上，构建“总监督长+副总监督长+专项领域监督
长+专项行业监督长”组成的监督网络，形成横向
到边、分工负责的监督体系；末端上，每个村（社
区） 配备专职环境监督员和义务环境监督员；省
级以上工业园区，结合“人防+技防”，引进环保管
家对园区生态环境实行有效监管。 目前，该市共
设立环境监督长 1055 名。

试点以来，池州全市上下积极探索现代化生
态环境监管机制，如贵池区以“环境监督长制”为
总揽，统筹推进“河长制”“林长制”“路长制”“田
长制”，从环境监督员、水管员、护林员、道路乡管
员、生态护林员等社会公益岗中择优配选综合监
管网格员，形成了“一格一长（员）”“一长（员）多
责”的生态管护机制。

在总结“环境监督长制”运行经验的基础上，
池州市还利用科技力量探索智能管理。 “我镇逐
步升级完善‘一长制’智慧管理平台，并与交通、
经信、电信等部门对接，将秸秆禁烧、治超、矿山
云等系统陆续接入综合管理平台，实时统计各类
型、各区域相关问题数据，通过人、物、网相结合
的形式探索绿水青山的智慧管理体系。 ”贵池区
棠溪镇相关负责人说。

循环利用废变宝
■ 本报记者 安耀武

粉碎、黄贮后的棕褐色秸秆，与粗加工处理
后的养殖粪污混合， 进入厌氧发酵仓经过冷凝、
脱硫脱氮提纯，生产出甲烷含量更高的生物天然
气。 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沼液沼渣，一部分被回收
再利用，一部分经过加工变成生物有机肥和液态
肥。 秸秆和畜禽粪便在站内错综复杂的管道里
“流转”走一遭，去除了难闻的气味，改变了脏污
的形态， 变身为高价值的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
这是记者近日在阜南县林海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苗集生物天然气站看到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的全过程。

“阜南是农牧大县，以往大量畜禽粪污、农作物
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要么被丢弃，要么被焚烧，造成
资源浪费，导致环境污染。 ”阜南县政府有关负责人
介绍，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该县积极构建县乡
村三级秸秆收储运网络，推进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
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提升配套工程， 对畜禽粪污、秸
秆、餐厨垃圾等有机废弃物进行全量化处理。

推进农业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关键是技术
上的突破。 阜南县与同济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攻
关，利用相关技术优势，将有机废弃物转化为生

物天然气， 并通过营养回收和达标处理工艺，提
取尾水中的作物养分，生产有机复合肥，形成循
环产业链，达到变废料为原料、变资源为产品的
效果。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项专业性 、系统
性工作 ，不能再按过去以政府为主体的模式来
推动 ，要引入市场机制 ，引进专业企业 ，让专业
的人来干专业的事 。 ”阜南县循环经济发展促
进中心负责人说 。 2016 年 ，阜南县政府与上海
林海生态技术公司签订框架协议 ，2017 年 ，阜
南县农业废弃物沼气与生物天然气开发利用
PPP 项目立项 ，2018 年开工建设 。 该项目聚焦
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 ，总投资
10.44 亿元，按照“8+1 站田式 ”在全县布局建立
8 个生物天然气生产站及 1 个中心站 ， 全面建
成后将实现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区域全覆
盖 ，有效解决区域能源供应难题 。 目前 ，苗集 、
龙王 、公桥 3 个站点建成投产 ，已向县城 、经开
区及沿途乡镇供气。

“所有站点和设施建成投产后， 每年可消耗
177 万头猪产生的畜禽粪污、25 万吨秸秆， 年产
生物天然气 5000 万立方米、 有机肥 20 万吨。 ”
阜南县循环经济发展促进中心负责人说。

�� 为为进进一一步步推推动动芡芡河河流流域域（（立立仓仓段段））水水资资源源和和生生态态环环境境保保护护，，蒙蒙城城县县立立仓仓镇镇建建立立““河河长长++监监督督长长””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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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探新路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 在黄山市歙县
溪头镇汪满田村竹岭组，蔚蓝的天空下，满目
碧绿的茶园清香四溢， 一片片黄色粘虫板插
放其间，分外醒目。

竹岭艳阳天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多
耳告诉记者，今年茶园开采迟了一周，但前期
气温低，茶叶生长慢，加上茶园不打农药，春
茶品质明显好于往年。

黄山市茶产业促进中心提供的数据显
示：截至 4 月 20 日，全市茶叶产量 6294 吨 ，
同比减少 4.3%； 销售均价 340.2 元/公斤，同
比增长 5.1%。

黄山茶品质和价格不断提升， 源于 2012
年实施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新安江生态补偿
机制试点。

对山区河流来说， 农业面源污染直接影
响水质，且治理范围广、难度大。2015 年起，黄
山在全省率先建立农药集中配送体系， 开展

化肥施用定额制试点。 今年， 该市全面推广
“诱虫黄板+生物农药+生态农艺”茶园绿色防
控 ，禁止化学农药进茶园 ，插放 “诱虫黄板 ”
2800 万片，同步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打造全国
首个全域茶叶无农残城市。

不只是茶园， 如今黄山市生物农药和高
效、低残留农药使用占比达 90%，农药使用量
比基期下降 20%以上， 高效新型肥料施用量
增加到 2 万多吨， 绿肥种植面积扩大 10.2 万
亩，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
以上。 农产品品质提升了，农业面源污染有效
减少了。

新安江流域作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先
行探索地，10 年来综合治理水平显著提升，连
续多年是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新安江
模式” 在全国其他 10 个跨省流域、15 个省份
复制推广，新安江（黄山段）入选全国首批美
丽河湖优秀案例。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今年一
季度新安江跨界断面生态补偿系数均值为
0.84，优于考核标准。

如何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黄山
市在发展精致农业、文旅产业的同时，联合杭
州、丽水、南平、抚州共同发出生态价值联盟
城市宣言， 先行开展省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 发布并实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地
方性标准，积极参与全省排污权交易市场、水
权交易市场等建设， 成立了黄山市两山转化
运营有限公司，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
向乡村振兴领域纵向延伸， 推出土地承包经
营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闲置农房使用权
等交易品种 10 类，完成了新安江首笔水权交
易，实现新安江流域林业碳汇交易 2 笔、水排
污权交易 11 笔。 截至一季度末，该市“两山银
行”贷款余额 18.9 亿元、同比增长 15.28%。

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中心负
责人介绍， 第三轮新安江流域补偿试点工作
结束后，皖浙两省积极协商协议顺延事宜，加
快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
建设，提高流域上下游协同能力，通过产业合
作，探索“造血型”生态补偿机制。

绿染荒山满眼翠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四月淮畔，绿意盎然 。 位于蚌埠市禹会
区西南部的大洪山林场 ，草木葱茏 ，生机勃
勃。 “这里曾是废弃的采空区，我们见证了这
方土地的巨变。 ”大洪山林场副场长姚卫跟
记者感慨。

大洪山林场始建于 1965 年。 2017 年以
前，大洪山区域遍布大大小小石料加工厂 200
多家，矿山及森林资源被严重破坏，留下满目
疮痍的废弃矿山。2017 年开始，蚌埠市对大洪
山林场实施林长制改革试点， 一名市委常委
任大洪山市级林长，市、区两级自然资源部门
牵头，打响大洪山生态环境整治攻坚战。

“大洪山各级林长坚持问题导向、增加制
度供给，织密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护

林网络。 ”姚卫说。在环境整治关键时期，蚌埠
市通过对盗采矿山资源的违法行为保持高压
态势，坚持露头就打，依法查处盗采矿产资源
的涉矿犯罪分子， 依法拆除非法石料厂 200
多家，查扣盗采机械 160 多台次，全面杜绝非
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 从源头上遏制了大
洪山林场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积极争取中央和省财政项目支持的同
时，蚌埠市、禹会区两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5000 万元用于大洪山复绿工程和基础设施完
善，加快推进大洪山生态修复。 每年植树节，
蚌埠市广泛动员组织各市直部门、群团社团、
大中院校、驻蚌部队等单位，开展义务植树和
认建认养活动， 形成全员参与大洪山植树造
林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整个林场植树造林
5800 亩，森林覆盖率达 66%，年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
短短几年时间 ，昔日荒山 “蝶变 ”为如今

四季花香、林木苍翠的青山碧岭。 2020 年，大
洪山林场被确定为全省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先
行区， 并作为典型在全国林业大会上作经验
交流。

“我们以 ‘生态优先 、加速崛起 、富民兴
场’为主线，正在探索多元化投入模式 ，通过
招商引资 、筑巢引凤 ，创新林业经营机制和
投融资方式 ，统筹谋划中草药种植 、花草果
木 、森林康养 、文旅拓展 、运动健身 、动植物
生态园 、科普研发等功能布局 ，继续加快矿
山修复和植绿复绿步伐 ， 努力发展乡村旅
游、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全面提升大
洪山区域生态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 。 ”大洪
山林场负责人说。

铜都打造“无废”城
■ 本报记者 刘洋

4 月 21 日， 记者在位于铜陵市义安区的
安徽国弘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 ，
伴着机器轰鸣声，自动化生产线上，混凝土板
材正在批量生产。

“这些混凝土板材主要用于装配式建筑的
隔墙，原材料主要来自相邻的国能铜陵发电公
司。 ”该公司办公室主任江兴指着厂区内整齐
码放着的一堆堆板材告诉记者，公司以发电厂
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等为原料，“变废为宝”
生产混凝土板材，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 2021
年，该公司生产混凝土板材 8.2 万立方米，利用
工业废渣原料 15 万吨，实现产值 6000 万元。

铜陵每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
1400 万吨。如何破解工业固废综合管理难题？
铜陵给出的答案是：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控
制增量、削减存量，循环利用、产业消化。

“国弘建材将炉渣、粉煤灰等工业废弃物
充分利用起来，是铜陵建设‘无废城市’的一
个生动缩影。 ”铜陵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郭忠
介绍，2019 年 4 月，铜陵被生态环境部确定为
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3 年来，铜陵
构建制度、技术、市场、监管“四大体系”，全方
位拥抱 “无废 ”，探索固体废物减量化 、资源
化、无害化新路径。

在位于枞阳县的铜陵万华禾香板业有限
公司，秸秆、枝丫被叉车送入进料口，经过多
道加工工序，绿色环保型的板材缓缓产出。 该
公司董事长代庆洪介绍， 去年公司禾香板年
产量 30 万立方米，消耗秸秆等农林废弃物 40
余万吨。

把小秸秆做成大产业， 是铜陵推动农业
“无废”的重要内容。 铜陵把“无废城市”建设
与乡村振兴、农业绿色生产、美丽乡村建设有
机结合，以收集、利用为重点，推动区域农作

物秸秆全量利用；以打造规模养殖场为重点，
发展畜禽粪污利用生态循环农业；以回收、处
理为重点， 提升废旧农膜及农药包装废弃物
再利用水平。 截至目前，铜陵已建成秸秆标准
化收储站 21 个、农膜回收站点 39 个，秸秆综
合利用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废弃农膜
回收利用率均达 90%以上。

“我们还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为抓手，聚焦
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分类收集、 末端处理全链
条，推动‘无废城市’建设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
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中。 ”郭忠表示。 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中， 铜陵
连续两个季度位列全国小城市第一档第一名。

伴随着“无废城市 ”建设深入推进 ，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深入人心。 铜陵水更清了、岸更
绿了、空气更好了。 2021 年，铜陵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 90.7%，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
优良比例 100%。

池池州州市市升升金金湖湖国国家家级级自自然然保保护护区区内内越越冬冬的的候候鸟鸟群群。。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竹竹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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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航拍拍的的黄黄山山脚脚下下太太
平平湖湖。。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潘潘成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