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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19日讯 （记 者 曹 娴
唐爱平 通讯员 刘玉晖） 入夏以来，
不少长沙市民发现， 一些餐馆饭店打
烊后， 会在门外放置一个装满餐厨垃
圾的绿色专用桶； 夜幕降临， 大街上
不时能看到一些标有 “餐厨垃圾运
输” 的车辆在忙碌。 今年6月底 ， 长
沙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投入试运
营， 这也是长沙市首个餐厨垃圾处理
中心。 人们最为关注的泔水油， 已从
源头得到堵截。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易志刚今天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介绍 ， 目前 ， 长沙市已有765
家餐馆饭店与该公司签约进行餐厨垃
圾处理， 平均每天收集处理餐厨垃圾
100多吨。

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
位于开福区二环线与福元路交界处的
第一垃圾中转场北侧。 走进车间， 经

过滤处理的餐厨垃圾几乎闻不到臭
气。 记者看到， 餐厨垃圾进入投料仓
后， 经过分拣处理、 破碎除杂、 湿热
反应、 固液分离、 油水分离等环节 ，
实现了资源化、 减量化、 无害化， 废
物得以全部再利用。

餐厨垃圾经预处理后， 产生的残
渣集中运至位于黑麋峰的长沙市固废
处理场， 与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混
合进行厌氧发酵处理。 产生的沼气 ，
可用于发电。 值得一提的是， 餐厨垃
圾残渣与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一块集
中处置， 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既能实
现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 又有效解决
污水处理厂污泥有机质含量低、 厌氧
发酵效果不佳的问题， 还可节约项目
建设成本和土地。

餐厨垃圾经分离处理， 分离出的
粗油脂运往指定加工厂， 提炼生物柴
油 。 餐厨垃圾的含油量一般为3%至

5%。 也就是说， 100吨餐厨垃圾能提
炼出3至5吨废油脂， 1吨废油脂再提
炼出0.8吨生物柴油。 1吨生物柴油的
售价大概在六七千元左右， 在工业领
域应用广泛。 这也是餐厨垃圾处理的
主要效益来源。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水， 则通过
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

易志刚介绍， 这套与中联重科联
合开发的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设备，
其工艺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长沙
虽是全国第二批实行餐厨垃圾无害化
处理的试点城市 ， 却走在了全国前
列。

“运输全程处于监控之中， 市民
不用担心泔水的去向。” 易志刚介绍，
每一桶餐厨垃圾在收集上车前都会称
重； 每辆运输车上都装有GPS， 收集
路线一目了然； 最后， 运输车回厂时
需过磅， 称重结果将与之前的台账登

记进行核对。
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

共有全封闭式的垃圾收集车 56辆 ，
一期设计8小时处理能力 375吨 ， 最
高日处理能力为 600至 700吨 ， 基本
可满足全市需求 。 初步统计 ， 长沙
市约有 3000多家大中型餐馆饭店 ，
另有上万家小型餐饮企业 ， 每天产
生的餐厨垃圾在五六百吨左右 。 易
志刚称 ， 随着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
的不断推进 ， 该厂的餐厨垃圾收集
量以每天20%的速度增加， 预计日处
理量到月底能增加至200吨 。 今后 ，
根据全市餐厨垃圾增量情况 ， 还将
适时启动二期工程。

餐厨垃圾处理中心属于市政公益
项目， 预计运行15年回收成本。 易志
刚借媒体呼吁， 希望实施餐厨垃圾错
峰收集， 减轻收集难度， 餐饮企业给
予更多配合。

孙振华

长沙县果园镇是中国现代戏
剧奠基人田汉的故乡 。随同 “科学
发展，成就辉煌———走进两型社会
试验区 ”采访团来到该镇 ，真没料
到农村会这样干净清洁，从镇上到
村组 ， 家家户户门前都放有垃圾
桶， 房前屋后基本见不到垃圾；池
塘水沟 ，碧波荡漾 。驱车在该镇走
马观光一趟，犹如在画中穿行。

“农村环境整治 ，不是一两天
的事。 果园镇环境卫生搞得好，目
前还主要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要让
村民形成自觉搞好农村环境的意
识，还需经两代人的努力。”长沙果
园镇负责人这番话，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
知荣辱。” 农村环境整治无疑要建

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一群肚
子都填不饱的村民去讲究环境卫
生 ，显然是不现实的 ；只有丰衣足
食，村民才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的确 ， 也不能苛求村民一夜
之间就人人变得重视环境卫生 。
搞好农村环境卫生 ， 还得坚持不
懈地提升村民的环境意识 。 俗话
说 ， 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 ，
要让村民形成浓厚的环保意识 ，
自觉将自己的家园收拾得干干净
净 ， 就得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 政
府的发动 、 宣传与监督 、 检查还
得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 村民环境
意识的提升与农村环境的变化是
同步发展的 ： 多年来村民已习惯
了农村垃圾遍地的现实 ， 甚至认
为没有垃圾还叫什么农村 ； 只有
农村变得越来越干净整洁，村民才
会越来越爱惜自己的家园。

本报记者 唐爱平 曹娴
通讯员 刘玉晖

在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
办事处，湖南三环颜料有限公司
原来的办公楼，如今已成为岳麓
区两型办的临时办公地点。

8月 16日 ， 在这个临时办
公楼的会议室内 ， 岳麓区两型
办主任郑平信心满满地向记者
发出邀请 ： 过 3年你们再来看
吧 ， 大家现在所处的位置 ， 将
成为湘军文化广场 ， 坪塘也将
成为长沙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
处。

就在4年前， 坪塘还聚集了
21家高污染、 高能耗的水泥厂、
化工厂 ，常年看不到蓝天 ，污水
直排湘江，粉尘随风吹进长沙城
区。坪塘是长沙环境投诉的高发
区。

随着这些企业关停退出，坪
塘在经过转型的最初阵痛后，开
始了华丽蜕变。

家住坪塘山塘村的吴建新
告诉记者，2008年以前， 他的家
被几个水泥厂包围，常年烟尘遮
天 ，连窗户都不敢开 ；周围的小
草大树上，笼罩着厚厚的一层灰
白色粉尘， 看不到一点绿色；污
水横流 ， 严重污染土壤和地下
水 ，田里不敢种稻子 ；菜地不敢
种蔬菜， 甚至不敢喝本地水。患
结石病和各种癌症的病人明显
偏多，居民苦不堪言。

当百姓的利益诉求与经济
增长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决策的
天平倾向了民生。

2008年底，长沙市启动坪塘
产业退出计划，21家水泥、 化工
企业关闭退出或转移搬迁。2009
年，坪塘13家企业退出。2010年，
继续关闭8家污染企业。

说起2009年退出的湖南省
新生水泥厂，厂长黄勇仍然心有
不舍。 作为长沙最早的8家水泥
厂之一，这家企业最兴旺时曾做
到省内同行业的老二；退出前仍
有市场有效益 。当然 ，黄勇并不
讳言企业污染给环境造成的破
坏 ，也清醒地意识到 ，短暂的效
益并不等于长远的效益，生态的

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我也
希望有一天，从办公室往窗外看
去，能够看到绿色的树冠和蓝色
的天空。”

企业从最初不理解，到积极
配合， 到2010年，21家企业全部
退出、搬迁和完成升级转型。

郑平介绍 ， 产业退出的同
时， 生态修复工程同步启动。根
据规划，坪塘将建成大王山旅游
度假区， 立体打造冰雪世界、曾
国藩文化园、体育休闲园等休闲
旅游项目。

记者发现，原来灰头土脸的
坪塘原本也是依山傍水的：这里
有座大王山，曾国藩墓就坐落于
此地 ；而在湘江坪塘段 ，有一个
类似橘子洲的小洲 ， 叫做巴溪
洲。正是因为具备复制山水洲城
的先天优势，坪塘的生态修复规
划很是让人期待。

据介绍，立足长沙城市发展
规划和主体功能区布局， 未来3
年 ，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将筹措
200亿元， 将大王山打造成为世
界一流的旅游度假地和会议会
展中心。

湘江西岸堤防整治等一批
环境整治工程、坪塘大道南延线
绿化带等一批生态修复提质改
造工程 ，即将启动 。新生水泥厂
原料开采留下的巨大矿洞，将建
成中部地区最大的地下滑雪场。
1000亩的巴溪洲水上公园、旅游
服务中心等一系列民生工程已
经启动。

是去大王山生态公园踏青？
还是去地下滑雪场滑雪？抑或前
往曾国藩墓园怀古？见到生态景
观带修到家门口的吴建新 ，5年
后也许就会面临这样甜蜜的纠
结。

看到树木重现绿色的黄勇，
发自肺腑地说，一个地方只有生
态环境好了 ， 才会有美好的未
来。

大王山苍翠葱茏，湘江水静
静流淌 。坪塘 ，那个曾经遍布灰
尘的小镇，在一系列生态环境修
复工程完成后，将成为长沙又一
个再现 “山水洲城 ”特色的美丽
新区。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走进两型社会试验区

坪塘，“转身”即现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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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泔水油有了放心去处
●已签约餐馆饭店760多家，餐厨垃圾收集量每天增长20%，本月底日处理量将达200吨
●通过再利用，泔水变生物柴油，沼气可发电，污水、臭气不见踪影

用两代人提升农村环保意识

8月18日，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员工在进行餐厨垃圾蒸煮。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