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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铜山：
楚王山下“杏”
福多
“我这果树不施农药化肥，用原生态方式种
植，结出来的杏子又大又甜不愁销路，坐在家里一
天就有好几百块钱收入呢！”6 月的杏果坠满枝头，
绿叶丛中，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闸口村村
民袁中民指着黄澄澄的杏果兴奋地说。
据了解，大彭镇位于历史名山楚王山脚下，风
景优美，生态资源丰富，林果种植业发达。铜山区
充分利用这一自然资源优势，支持鼓励附近村民
利用楚王山荒坡地种植金太阳杏，一次投入，连年
受益，曾经的荒山林地变成了生态果园。杏产业
在发挥良好的生态效益的同时，也有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
“化肥不进地，农药不进林”的绿色种植方
式让这里的无公害金杏每斤卖到了 4 元钱还供不
应求，村民亩均年收入逾 6000 元，杏树成了山民
致富的“摇钱树”，山民们因此过上了红火的“杏”
福生活。靠种杏致富的老袁翻盖了新房，住进了
“一点儿也不比城里人差”的小洋楼，奔着“杏”福
日子美美地过。
黄全智

山东东营：
“光伏贷”贷出好生活
“多亏了农行‘光伏贷’的资金支持，让我家整
个房顶上都安装了光伏太阳能发电板，不仅可以
免费用电，每生产 1000 瓦电年纯收入可达 1200
元，现在每年光发电收入就抵过去种好几亩地的
粮食。”夏日骄阳似火，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义和
镇宝一村村民王志如看着屋顶上的光伏发电板喜
上眉梢。
据了解，东营市阳光资源充足，年平均日照时
数近 2700 小时，具有光伏发电资源优势，分布式
光伏发电具有清洁环保、经济节能等特点，并网收
购能为贫困户带来稳定收益，可实现精准扶贫。
农行东营分行将光伏项目作为开展产业扶贫的切
入点，积极对接市扶贫办、供电公司、光伏发电企
业，创新推出金融引领、多方协作、风险共担的“农
行+政府+光伏企业+贫困户”光伏扶贫贷款新模
式。该模式由扶贫办推荐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
设立风险补偿基金为贫困户提供贷款融资担保，
农行向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助其购买安装光伏发
电装置，光伏发电企业负责并网回收。截至目前，
农行山东分行累计发放光伏农户贷款 2.9 亿元，惠
及贫困人口 12 万人。
朱沙

贵州丹寨：
生态蓝莓富农户
“蓝莓不仅是合作社的产业，也是我们贫困户
发家致富的摇钱树。我们除了能拿到土地流转的
分红外，只要来种植管理蓝莓还可以领到一份工
资，仅上个月我就领了 3000 多元钱。”6 月中旬，正
在贵州省丹寨县南皋乡蓝莓种植基地干活的村民
潘希全高兴地说。
近年来，丹寨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抓手，利用
当地独天得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农业龙
头科技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出台扶持鼓励政策，推
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在全县开展“品牌带产业、企
业带基地、合作社带贫困户”的“三带”产业扶贫举
措，通过扶持一批农业龙头种植加工企业，采取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扶贫发展模式，建
设蓝莓种植示范基地。该模式由蓝莓种植公司负
责提供种苗、技术指导、保底价收购等服务，村两
委负责组织全村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并利用产业
子基金、贫困户到户资金等，作为蓝莓基地建设所
需经费，组织村民到基地务工等方式加快产业发
展步伐，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解决贫困户发展产业
动力不足、技术缺乏、抵御风险能力不强等问题，
促进产业发展与贫困户脱贫深度融合，使贫困户
多种模式积极参与，并从中得实惠，实现彻底脱贫
致富。
杨昌盛 黄金秀

编者按：农作物秸秆是一种重要的生物质资源，我国每年可生产秸秆 9 亿多吨。多年来，很多地方的农民将秸秆作为废弃
物随意抛弃、焚烧，有近 1/3 的秸秆资源没被有效利用，在浪费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怎样利用好这些“放错地
方的资源”？对此，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积极谋划，采取有效措施开展秸秆资源化利用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今编辑一组南北
秸秆资源化利用典型，以飨读者。

东北地区秸秆处理实现三大突破
□□

为加快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农业农村部于去年提出实施东北
地区秸秆处理行动，并于近日在辽宁
省沈阳市举行东北地区秸秆处理行动
技术对接活动，就过去一年的实施行
动进行经验总结。
据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
李波介绍，该行动在 4 省区和试点县的
共同努力下，锐意创新，采取“12345”工
作法，即“编制一套实施方案、搭建两个
创新平台、主推三大利用方向、推动四
项配套政策、强化五条试点措施”，探索
出一套有效的工作机制，2017 年东北地
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了 75%，比 2016
年提高了7.1个百分点，效果显著。

秸秆综合利用能力整体突破
据辽宁省农委副主任杨德生介
绍，该省按照农业农村部的部署和要
求，精心组织实施，多措并举，扎实推
进，全省秸秆处理行动取得阶段性成
效。秸秆综合利用率逐年提高，2015
年全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为 80%，
2016 年为 83%，2017 年达到 84%，预计
今年可达 85%以上，提前 2 年完成农业
农村部确定的目标。
阜蒙县是农业大县，主要农作物秸
秆年产量在 200 万吨左右，试点前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在 60%左右，尚有
40%左右的农作物秸秆没有被有效利
用，剩余的农作物秸秆大多被露天焚烧

“咱家生产的秸秆炭除了给家庭取暖做饭，还
提供给周边使用锅炉的企业作燃料，订单常年不
断，经济效益很好。”日前，安徽省界首市宗正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宗正对笔者说。
近年来，界首市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导向、
企业主体、农民参与、布局合理、高效利用”的原
则，大力实施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程，发展秸秆
能源化利用，健全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长效
机制，推进以秸秆为原料的沼气工程和秸秆固化
成型燃料生产点建设，支持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投产秸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由于秸秆纤
维多孔结构具有良好的吸湿放湿功能，能够自动
调节温度平衡隔热防寒，宗正农业科技开发公司
与安徽建筑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合作，采用
发泡技术研发出“防火、防潮、保温”的新型建筑
材料。为更好地利用秸秆资源，该公司多措并
举，开发了秸秆炭、生物质复合秸秆瓦及生物质
有机肥等一系列产品，先后上马了秸秆固化成型
燃料生产设备 1 套、秸秆固化成型设备 1 套，达到
每年可生产秸秆瓦 50 万平方米，秸秆炭 6 万吨的
生规模，年可消纳秸秆 10 万余吨，不仅解决了秸
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实现了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蒋永听

或直接丢弃，既造成了环境污染又浪费
了宝贵的生物质资源。自开展秸秆处
理试点后，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显著提
高，达到 86%以上，比试点前提高近 26
个百分点，完成了试点目标任务，带动
了区域秸秆综合利用率的整体提升。
吉林省大力推动以秸秆直接还田
为主要渠道的肥料化利用。2017 年，该
省依托国家秸秆综合利用、黑土地保护
利用和吉林省玉米保护性耕作等秸秆
肥料化项目，在农安、榆树等 20 多个中
部粮食主产县（市、区）大力推广秸秆覆
盖还田、翻压还田、堆沤还田和秸秆有
机肥还田技术，取得较好的项目引领示
范作用。通过项目带动，2017 年全省秸
秆肥料化利用804万吨，饲料化利用600
万吨，燃料化利用370万吨。
内蒙古自治区在试点项目的带动
下，全区秸秆综合利用步入良性发展态
势。据统计，2017 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到82.5%，较2016年提高0.5个百分
点。各试点地区将秸秆综合利用与当
地主导产业有机融合，推动了项目的顺
利实施，带动了区域秸秆综合利用率的
整体提升，拉动社会投资12.5亿元。
从整个东北 4 省区来看，一是秸秆
还田能力快速提升，新增秸秆还田面
积 3000 多万亩、秸秆粉碎还田机近 8 万
台，还田总面积达到 1.23 亿亩，有力推
动了东北黑土地耕地质量提升；二是
秸秆离田能力显著增强，新增秸秆收
储能力 1200 多万吨，培育秸秆收储运
专业化组织约 2150 个，总收储能力超
过 3000 万吨，为秸秆从田间到车间打

下坚实基础；三是秸秆产业化利用能
力不断扩大，新增秸秆利用能力 900 万
吨，培育年可利用秸秆 10 万吨以上的
龙头企业 57 个，显著提升了秸秆利用
的质量效益。

秸秆试点示范实现历史性突破

利用和禁烧 18 个重点县市中，突出重
点区域和重点环节，遴选 16 个位于重
要城市周边、机场、高速公路沿线和全
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县市作为试点
县，并将九台、榆树等 4 个县市选定为
农业农村部试点样板县。通过项目的
实施，试点县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明显
提高，2017 年秸秆利用率同比提高 5 个
百分点，新增秸秆利用社会化服务组
织达到 100 个以上。
2017 年，中央财政安排 5.86 亿元
资金，支持东北地区 71 个县整县推进
秸 秆 处 理 利 用 ，比 2016 年 增 加 了 34
个。并择优遴选了 20 个样板县开展连
续滚动支持，不断增强辐射带动作用，
打造区域示范样板。

黑龙江省五常市以被国家列为
“秸秆综合利用样板县”为契机，采取
“企业带动、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户
参与”的方式，重点打造推广边收边
储、边收边产、边收边销，就近利用的
“华田”模式，秸秆综合利用取得历史
性突破。2017 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
量达到 197.72 吨。
五常市副市长倪航介绍说，该市
根据全市村屯位置、种植结构和秸秆
秸秆处理方法实现技术性突破
产量，进行合理布局，制定了科学的秸
秆综合利用方案，构建了“企业+收储
在东北三省一区一垦区农业科学
中心+田间收储服务+秸秆经纪人”的
院的联合攻关下，秸秆直接还田技术、
收储模式。目前已建成秸秆收储运中
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秸秆沼气发酵
心 27 个，年收储秸秆 55 万吨，每个收
技术、秸秆贫氧倒置层燃技术、秸秆基
储中心都配有打包机、抓草车、运输
质化利用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突
车、场库房等基本设备、设施。同时， 破，较为系统解决了秸秆还田、秸秆清
建立起“企业+基地+农户+订单收购+
洁供暖及秸秆循环利用等问题，对于
收储加工+销售服务”的利益联结机
推动东北地区处理行动起到了重要的
制，在收购秸秆前与基地农民签订供
支撑作用。据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副院
销合同，采取现金收购、兑换、全程服
长孙占祥介绍，该院自 2017 年起承担
务三种模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 “能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配套装
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备研制”任务，开展玉米秸秆厌氧倒置
吉林省以国家秸秆综合利用试点
层燃技术与配套炉具技术熟化等研究
项目为载体，狠抓秸秆综合利用任务
工作，并承担对玉米秸秆肥料化、基质
落实。在省政府确定的全省秸秆综合
化、饲料化利用的相关技术研究、应用

与推广，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辽宁省通过试点，总结遴选出一批
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模式。各试点县
建立起全面的技术支撑和全程技术服
务的工作机制，探索形成了30多个有价
值、有特色、可推广的秸秆综合利用模
式。如阜新祥和公司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建立秸秆饲料加工基
地，实行统一投入、统一管理、统一销
售；田园公司采取“公司+农户”模式，以
秸秆为基质生产食用菌，并利用废菌料
制有机肥，与周边地区农户签订收购合
同，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沈阳圣
火集团以秸秆综合利用为产业链条，经
营秸秆锅炉制造、秸秆颗粒生产、有机
肥生产、有机食品加工，探索实现了闭
合式秸秆绿色循环产业发展模式；铁岭
众缘公司秸秆直燃锅炉供热模式，实现
秸秆半气化逆向燃烧，较传统锅炉节省
了人力、电力和财力。
内蒙古自治区各试点地区不断加
强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总结形成了秸秆粉碎深翻还田、秸秆
青贮过腹还田、秸秆成型燃料清洁取
暖 3 种区域秸秆综合利用主推技术模
式，为推动秸秆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该区杭锦后
旗坚持“农业立旗”方针，以耕地质量
提升为重点，集中推广了秸秆粉碎深
翻还田技术，还田作业采取信息化管
理，并扶持科技创新企业研发大型四
铧翻转犁，确保了还田进度和质量，累
计还田面积 7 万亩，有力地促进了耕地
质量提升和盐碱地改良进程。

湖南湘潭秸秆种菇点草成“金”
□□

本报记者 杨娟

水稻收割后，稻草没去处，只能就
地焚烧，这曾是水稻种植大省湖南省
不少农户的选择。秸秆禁烧，屡禁不
止，如何用“绿色方法”综合治理秸秆
焚烧成为湘潭县委班子面前的一道现
实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的便是射埠
镇农技推广站站长邓述东。
一堆废秸秆，从无奈焚烧到“变废
为宝”；一亩冬闲田，从杂草丛生到“点
草成‘金’”，这样可喜的变化，得益于
邓述东利用秸秆种蘑菇这一技术的有
益探索。
对于农业新技术，邓述东有股特
别 的 钻 劲 。 平 日 里 ，他 每 天 入 村 下
田。有时为了一项新技术的研究，他
会利用周末不惜代价飞到全国各地向
专家求教。为解决秸秆综合利用这一
难题，邓述东曾多次到福建、云南等地

实地考察学习，并结合湘潭本地的土
壤、气候条件，引进了新型食用菌赤松
茸种植技术，进行“秸秆种菇”试验。
据 介 绍 ，赤 松 茸 是 野 生 菌 的 一
种，经过驯化后可人工培植，而且种
植赤松茸只须用稻草秸秆为原料，可
真正解决产粮大县秸秆处置难题。
为了研究在本土利用秸秆种菇技术，
去年 11 月 26 日，邓述东分别选择了
不同乡镇的 4 亩试验田播下菌种，并
在草地、山脚、室内、楼顶等地进行了
小面积试种。邓述东每天踩着一双
套鞋下田，查看干湿度温度计，大年
三十也不例外。
“去年的菌种下得有点晚，而且冬
天还遭遇了零下 4℃的低温，没想到这
个蘑菇怕热不怕冷，适宜生长的温度
为 20℃ 左 右 ，在 湘 潭 县 种 植 正 好 合
适。”邓述东一边采菇一边兴奋地对记
者说。

在湘潭市农委副主任刘新杰看
来，秸秆种菇不仅解决了秸秆焚烧难
题，而且提升了稻田综合效益。邓述
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秸秆种菇劳动
强度不大，平日里只需人工管理好干
湿度，老两口利用冬闲种植 10 亩地没
有问题。他去年冬季种下的蘑菇平均
亩产达到了 4000 公斤，每公斤鲜菇约
卖 20 元钱，亩产值可达 8 万元左右。
种 1 亩菇可消耗 20 亩地的秸秆，种植
成本每亩按菌种 2000 元、机械覆土与
收草 4000 元计算，每亩至少可创收 5 万
元，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冬闲田和闲
置劳力。采摘期可延续到 5 月 10 日左
右，收完菇正好赶上水稻种植，腐化的
菌丝还可成为水稻田里的有机肥。
尽管第一次尝试秸秆种菇便取得
了成功，但邓述东并没有满足。作为
一名基层农技人员，邓述东认为新技
术好不好，关键在于能不能落地。

“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技术才是好
技术，技术太复杂推广就有难度，项目
就难以实施。”邓述东说。
经过多次试验，邓述东摸索出了
一套简单易行的种植技术：先在田里
适量撒上一种自制消毒杀菌水以预防
病害和地下害虫，再在田里分行覆 30
厘米高、30 厘米宽稻草播下菌种，最后
再盖 10 厘米左右稻草，温度较低时可
覆一层薄膜。
湘潭县副县长陈义表示，他们将
在全县 80 万亩水稻田全面推广应用这
一新技术，拉长赤松茸产业链，拓宽产
业渠道，达到“一业兴、百业旺”的发展
目标。
至于赤松茸的销售渠道和深加
工，邓述东也有自己的忧虑和谋划：当
水稻收割后便覆土种菇，可赶上春节
前上市，此时价格最好，鲜菇每公斤可
达到 30 元，对农户来说是一笔不错的

收入。因鲜菌保质期只有几天，为了
进一步打开销路，一部分蘑菇可加工
成干菇或盐水菌，以满足一年四季的
市场供应。同时还可瞄准高端消费市
场，把鲜菇加工成罐头，或采用低温冻
干技术加工成各种风味休闲食品，大
幅提升其经济价值。
“打通了全产业链，产业就可以做
大做强。按照这样的拓展思路，采用
秸秆种菇技术每亩冬闲田仅食用菌种
植和加工所产生的效益就可达到 7～8
万元。”邓述东说。同时，他还有个更
大胆的想法，打造“稻田立体种养”模
式，实现“食用菌+特色水稻+稻田养
蛙”综合效益叠加，让有限的土地释放
无限的潜能。
5 月 10 日，在得知秸秆种菇技术在
湘潭县试验成功后，
“杂交水稻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专门为此题词：
稻草种菇生美味，变废为宝技创新。

甘肃研发出“生物液态地膜”
□□

安徽界首：
秸秆固化效益好

本报记者 于险峰 张仁军

本报记者 吴晓燕 鲁明

“公司养殖场里饲养了 5000 头奶牛，每天要产
生大量的牛粪，对这些牛粪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循环利用，一直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难题。我
们和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联手研发的‘生物液态地
膜’，不仅解决了养殖废弃物污染环境问题，而且
还解决了农膜应用产生的‘白色污染’问题，可谓
一举双得。”近日，在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甘肃华
瑞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养殖场，公司董事长韩登仑
对记者说。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由养殖业产生的畜
禽粪便污染及农用地膜大面积推广产生的“白色
污染”是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治理的重
中之重。作为一家致力于农业种植、奶牛养殖及
乳制品加工全产业链生物科技研发高新技术企业
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甘肃华瑞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借鉴了日本研发的麻地膜、纸地膜
加工技术，充分利用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优势，与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达成合作，通过利用现代生物
技术，从牛粪、农作物废弃秸秆中提取生物成分，
经微生物发酵处理，生产多功能可降解液态地膜。
在生产车间，据项目负责人杨得林介绍，生产
“生物液态地膜”首先需要对牛粪进行粪水分离，
通过机械挤压的方式，将牛粪中的干物质分离出
来，并将粉碎后的农作物秸秆进行配比、搅拌后进
行磨浆处理，再将磨浆形成的液体均匀喷洒到农
田中。

在试验田里，记者看到喷洒了液态地膜的农
田，有的在地表形成了一层纸状膜，有的像被铺上
了一层厚厚的“地毯”。据介绍，
“ 生物液态地膜”
为现场喷施造膜，无毒、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重金
属及其他化学成分。喷施后作物可自然出苗，不
用人工引苗放苗，操作简单省时省工成本更低。
它既是一种可完全降解地膜，更是肥效很好的有
机肥，经降解后变成优质有机肥。喷施后的农田
地表面形成一层黑褐色的膜状物，可使 5～l5 厘米
的土壤增温 2℃，使作物生育期提前 3～5 天。同
时可抑制水分蒸发，提高水分利用率，蒸发抑制率
在 30％以上，可提高土壤含水量 20％以上。为了
考察“生物液态地膜”在保墒、保温、吸热、透水、防
风固沙等方面的性能和对作物生长、出苗、产量的
影响，今年该公司专门安排了 1000 亩试验田种植
了苜蓿、玉米两种作物，采取 12 种不同处理方法进
行全面试验。
“目前我们已成功进行了牛粪及不同品种农
作物纤维富集方法、不同品种生物质秸秆与牛粪
混合液态膜性能及专用设备研发等多种实验。为
了丰富试验数据，我们在喷洒液态地膜时，也进行
了不同喷洒厚度试验，平均每亩地大约喷洒 6 吨液
态地膜。”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吴建平说：
“实验
结果表明，该地膜不仅具有普通农用地膜的增温、
保墒、保苗作用，同时拥有强大的粘附能力，可将
土粒联结成理想的团聚体，防风固沙保护作物幼
苗，并可改良土壤团粒结构，改善土壤通透性，成
为土壤改良剂。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新设施，与中国光碳联盟联手打造占地面积近 2 万平方米，
集种植、研发与生产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图为 6 月 12 日该市乌丹镇中国光
碳联盟生态农业园内，来自山东省东营市的葡萄种植专家在验收光碳葡萄。
丁萌 刘智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