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机械炉排炉焚烧技术
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就是采用的这种技
术。这是发展较早的垃圾焚
烧炉型式，技术已日趋完善，
运行可靠性高。垃圾在炉膛
内，经过干燥、燃烧和燃烬3
个阶段，在大量氧气助燃条
件下充分燃烧。炉排炉又分
为炉排炉、滚筒炉等多种炉
型，其中二段式往复式炉排
炉焚烧效率最高、质量最好。

2.流化床焚烧炉技术
这是一种基于循环流化床燃

烧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垃圾处理技
术，集垃圾焚烧 、供热 、发电为一
体。该技术适合焚烧低热值垃圾；
为使焚烧炉内温度保持850摄氏
度以上，需添加煤等辅助燃料，且
前序工艺需进行垃圾分拣。

3.回转窑焚烧炉技术
回转窑焚烧炉炉体为采用耐

火砖或水冷壁炉墙的圆柱形滚筒。
焚烧垃圾时，垃圾由回转窑上部供
应，筒体慢慢旋转，使垃圾不断翻
转并向后移动， 垃圾逐渐干燥、燃
烧、燃尽，然后排至排渣装置。该技
术的主要缺点是垃圾处理量不大、
飞灰处理难、燃烧不易控制。

4.热解气化焚烧炉技术
这是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 ，

垃圾在热解装置中受热而使有机
质分解，转化成燃气。此种方法是
4种焚烧法中最新的焚烧理论，垃
圾处理规模较小、系统复杂、运行
成本较高， 在发达国家有少量应
用，在国内尚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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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垃圾焚烧发电厂“长”得啥样？
垃圾焚烧是否会污染环境？ 焚烧后
的垃圾会变成什么？

带着一串疑问，6月8日，记者走进
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探究
竟。

“嗅无味、绿满园”

步入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厂区， 就像进入了一个精致的江
南园林：音乐喷泉，鱼游池塘，绿植
满院，粉墙黛瓦……

这哪里像个垃圾焚烧发电厂？
项目建设运营方光大环保能源

益阳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田祖玉介
绍，2014年项目前期论证时，就致力
将其打造成一个“嗅无味、绿满园”
的“花园式”工厂。

行走在厂区，记者惊讶地发现，
电厂的生活区、 生产区并没有分开
布局，都在一个院子内，食堂、宿舍
就在垃圾焚烧发电车间百米处。

办公楼一楼大厅中央， 是一个
发电厂全貌沙盘。记者发现，生产区
和办公区竟然就在同一栋楼内！

乘电梯来到生产区5楼，通道左
手边是监控显示屏， 右手边是一道

“玻璃墙”。
玻璃墙外， 一个巨大的垃圾仓

尽收眼底。仓内堆满垃圾。记者虽与
近万吨垃圾“咫尺相隔”，却闻不到
任何异味。

“垃圾仓内现有8252吨垃圾，温
度31.5摄氏度，气压负138帕，一切正
常。”田祖玉指着监控屏说，仓内长
年保持负压，臭气无法外溢。

田祖玉介绍， 垃圾仓容积2.5万
立方米，可存放1.3至1.5万吨垃圾。

为防止异味从建筑缝隙泄漏，
垃圾仓“四面八方”都是一体化浇筑
的混凝土； 为防止垃圾渗滤液污染
地下水，垃圾仓底部浇筑了8公分厚
的钢筋混凝土， 表面还铺设了特殊
材料制作的防渗膜。

为确保垃圾入仓时臭气不外
泄， 垃圾运输车进入垃圾仓前的60
米通道，被玻璃罩了个严严实实，仅
密封防护门就有3道。

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卜帅来公
司已有3年多，每天工作生活都在厂
内。“从来没有闻到过异味， 也没有
觉得哪里有什么不便。”卜帅说。

变废为宝，
2年发电近2亿千瓦时

垃圾焚烧处理装置，送进去垃圾，
有水、渣、灰、烟气出来，即“一进四出”。

生活垃圾水分多， 需先让水分渗
出。 这个过程在垃圾仓中通过发酵完
成。

“渗出的水分流入渗滤液贮坑，经
过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 能养鱼浇
花。”光大环保能源益阳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田祖玉介绍， 厂内的垃圾渗滤
液没有一点外排， 经处理后全部回用
作冷却水使用， 发电厂就没有废水排
污口。

垃圾发酵后，进入焚烧炉燃烧。
抓取垃圾的是一个巨大的6爪

吊，一次可抓取6吨垃圾。
记者看到， 随着工作人员推动

操纵杆，6爪吊张开“爪子”，“抓”上
垃圾，缓缓将垃圾送入焚烧炉口。

焚烧， 是垃圾处理最关键的环
节。 该厂采用的是目前最为先进成
熟的机械炉排炉焚烧技术。

垃圾是否能充分燃烧， 炉内高
温和“翻动”技巧，缺一不可。

“以二 英为代表的有害气体，
在850摄氏度以上停留2秒钟， 就基
本能全部分解，焚烧炉温度达到850
摄氏度，是基础；焚烧炉作业时，炉
排片运动， 垃圾得以反复顺推前进
和上下翻动，经干燥、燃烧和燃烬3
个阶段充分燃烧。”田祖玉指着焚烧
系统示意图详细介绍， 这像炒菜一
样，先热锅，菜要尽可能摊开还得不
停翻动才能熟透。

垃圾焚烧过程中， 会产生蒸汽
和烟汽。

蒸汽转化为动力， 供汽轮发电
机组发电。

烟汽经余热锅炉内喷氨水脱硝、
脱酸塔内喷石灰浆脱酸、 加活性炭吸
附重金属等无害化处理后，再外排。

垃圾燃烧后，产生废渣和飞灰。
废渣可作为细骨料加入混凝

土，或用作路基填料或制作地砖。
飞灰， 是垃圾焚烧发电后唯一

不能循环利用的废弃物。 通过固化
处理，再送至填埋场填埋。

“100吨垃圾，最后只产生2至3
吨飞灰。”田祖玉向记者列出了一组
数据，垃圾经焚烧处理，可减少体积
90%、减轻重量75%，真正做到了垃
圾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

截至今年6月6日， 该厂共处理
垃圾64.06万吨，发电1.96亿千瓦时。

实时监控，烟气排放执行
全球最严标准

发电厂内，80米的烟囱高耸入

云，格外引人注目。
“现在在排放烟气吗？”没见到烟气

从烟囱里“冒出”的影子，记者不禁发问。
“有垃圾在焚烧，就会有烟气排

出。”光大环保能源益阳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田祖玉说， 益阳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烟气排放， 执行的是
全球最严标准“欧盟2010标准”。

干净的烟气，经得起看，也经得
起测。

田祖玉告诉记者， 由第三方监
测机构安装的“探头”，焚烧炉内有
一个， 用来监测炉内温度是否达到
850摄氏度； 烟囱25米高处有一个，
用来监测烟气排放是否符合标准。

中央监控室内， 大屏幕上显示
着诸多实时监控数据。

6月8日10时49分19秒，烟气在线
监测系统显示：1号焚烧炉炉内温度
1053摄氏度；CO（一氧化碳）的半小时
均值为1.4毫克，大大低于欧盟2010相
关标准———半小时均值100毫克。

实时数据监控LED大屏， 在厂
区外物流通道门口，也有一块。

“向全社会公开， 接受群众监
督。”田祖玉说，益阳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是省内第一个完成污染物
排放监测“装、树、联”的项目。

“装”即安装监控设备，实时监
测污染物排放情况；“树” 即在显著
位置设立显示屏， 将污染排放数据
实时公开；“联” 即企业环境监控系
统与环保部门联网。

益阳市环保局副局长马旭亮
称， 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
2016年6月投产以来，至今未发现有
排放超标违规现象。

办公区就在垃圾焚烧炉旁
———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报道之二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张
尚武）“农字号” 龙头企业要在产业
扶贫中建功立业。6月8日，省农委召
开视频会议，启动“千企帮千村”行
动，推进产业扶贫。

2014年以来，我省大力推进产
业扶贫，取得显著成效。至2017年，
全省通过产业扶贫直接帮助220万
左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当前，
全省脱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 省农
委作为产业扶贫牵头单位， 组织开
展“千企帮千村”行动，力争推进产
业扶贫攻坚取得新突破。

省农委部署，从2018年起，全省
组织1000家农业龙头企业， 自愿对
接1000个贫困村，开展建基地、建加
工厂、建电商平台、安置劳动力就业
等帮扶行动。 至2020年，“千企帮千

村”要实现“三个培育、一个带动”的
目标：即培育一批专业村，创建全国
“一村一品” 示范村30个、 省级300
个；培育一批品牌，支持一个村或几
个村注册一个产品品牌，打造知名品
牌；培育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带动一
批劳动力就业，平均每个企业每年在
结对帮扶村新增劳动力就业30人以
上， 全省新增贫困村劳动力就业3万
人以上。

省农委主任袁延文称， 农业龙
头企业到贫困村建基地、办工厂、搞
营销，带动贫困户脱贫，既是应尽的
社会责任，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将
实现互利共赢。 对参与“千企帮千
村”的企业，省农委将在“百企”培
育、特色产业园、农业综合开发等项
目和资金的安排上给予重点支持。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余
蓉 左丹）长沙理工大学学生邹勇松
身患尿毒症仍坚持学习和科研的先
进事迹被各媒体报道后， 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共青团
湖南省委书记汤立斌来到学校看望
慰问邹勇松。

邹勇松曾就读的广东石油化工
学院的师生，也深深被他在逆境中奋
斗的精神感动。“邹勇松本科4年学习
非常努力，多次获得奖学金以及学校
数学建模大赛优秀奖。他大三时光荣
入党， 经常参加学院的志愿服务活
动，帮助有困难的人。他还积极协助
我工作，担任辅导员助理。”邹勇松当
时的辅导员兼班主任田益民介绍。

“记得在大学生创新项目上，我
跟他一组，我们不知道从哪下手，都
是他查询相关资料， 然后提供方
案。” 大学同班同学程世龙感叹地
说，“那时我们不知道他身患重病，
他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长沙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发出

了“向邹勇松学习”的号召；校团委
发布了《关于广泛开展向邹勇松同
学学习的通知》。长沙理工大学党委
书记付宏渊说， 邹勇松同学身上所
体现出的对党忠诚、 不忘初心的政
治品质，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
品格，积极进取、勇敢攀登的使命担
当，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报国情
怀， 胸怀天下、 阳光灿烂的乐观豁
达， 折射出了长沙理工学子“底色
亮、特色明、有情怀、敢担当”的优秀
品质，是全校4万师生学习的楷模。

“一个身心健全的我们，有什么
理由懒惰，不努力？不仅是科研道路
上的坚定不移， 还有积极乐观的人
生态度，无私奉献的人生信条，我们
都要向邹勇松学习。”长沙理工大学
计算机通信工程学院17级研究生
贾玉玺说。

目前， 长沙理工大学为邹勇松
免费安排了两室一厅的周转房，并在
校医院安排一间无菌房用于治疗。同
时，学校积极帮助邹勇松创造继续深
造的机会，为其进一步提升和发挥科
研水平与作用提供机会与平台。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谭克
扬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卫强 王勇)截
至今天，京广铁路湖南段自株洲白马
垅火车站至郴州白石渡火车站共计
32个车站和沿线供电设施升级改造
重大项目， 已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其
中， 郴州市范围内6个车站及沿线架
空高压线改为地下铺设高压电缆等
工程已全部完成。据悉，整个工程预
计于今年7月底完成并交付使用后，
这条贯穿湖南全境南北的铁路干线
客货运输能力将大为增强。

京广铁路， 是贯穿我国南北的
交通大动脉， 也是我国铁路客货两
用运输最为繁忙的主要干线， 更是
我省目前客货两用铁路运输唯一的
南北进出省通道。 为进一步提高其
电气化效能、 安全正点率和运输能

力， 国家铁路总公司决定对该铁路
进行供电系统分期分段升级改造。
湖南境内32个车站和沿线供电设
施的升级改造项目，于2016年秋季
正式启动实施。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电务工程有
限公司承担这一重大建设项目后，
调集15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 精心
组织，精心施工，及时完成了对整个
区段280余千米高压电缆从空中挪
到地下的线路开挖和铺设工程。该
项目施工负责人熊攀峰、 总工程师
彭跃峰介绍： 工程技术人员先后攻
克了郴州南岭隧道地质结构复杂、
施工难度大等多道技术难关， 并对
沿线22个远程动力控制设施进行
同期升级改造， 确保了铁路运输和
改造工程推进两不误。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邓晶
琎）早上乘高铁从长沙出发，当晚即可
到达“北国春城”长春———7月起，长沙
将首次开通朝发夕至的高铁列车直达
东北。今起，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购
买长沙南至沈阳北、长春的高铁车票。

目前， 长沙至东北没有高铁开
行，只有普铁列车直达。其中，长沙至

沈阳的普铁列车车程最快需约22小
时，至长春最快需约29.5小时。旅客
需在列车上至少住宿一晚。

7月1日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
运行图。届时，长沙南将新开通一趟直
达长春的G1290/1次高铁列车。 该车
次7时25分从长沙南始发，19时33分抵
达沈阳北，21时7分抵达终点站长春。

届时，长沙至沈阳列车车程缩至
12小时8分，二等座票价为900元；至
长春列车车程缩至13小时42分钟，
二等座票价为1042.5元。

7月起， 长沙还将开通一趟直达
山西的G696/7次，9时23分从长沙南
始发，17时55分抵达终点站太原南，
二等座票价为618元。

怀化南将首次开行一趟直达珠
海的G6158/5次，7时50分从怀化南
始发，13时20分抵达终点站珠海，二
等座票价为537.5元。

实行新运行图后，7月从长沙出
发， 可高铁直达的省会及直辖市将增
至23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
南宁、武汉、郑州、石家庄、西安、南昌、
南京、杭州、福州、贵阳、成都、济南、合
肥、昆明、兰州、太原、沈阳、长春。

据介绍， 广深港高铁计划9月开
通运营，届时长沙将首次实现高铁直
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长沙的区域交通
枢纽优势将更加凸显。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戴
鹏 通讯员 李超）6月8日至10日，应
株洲市政府邀请， 中国国民党中常
委、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京明照明
集团董事长范成连一行100余位海
峡两岸企业家，来湘对株洲开展了为

期3天的考察交流活动， 并在炎帝神
农氏生辰日拜谒炎帝陵。

6月9日，农历四月廿六，是传统的
炎帝神农氏生辰日。 范成连一行来到
炎帝陵举行隆重的祭祖典礼。 典礼过
后， 参访团还参观考察了湖南国声声

学公司。在湖南国声声学公司，范成连
说：“株洲市、炎陵县发展前景广阔。台
资企业国声声学落户炎陵后发展迅
速，我们将积极宣传推介，吸引更多优
秀台商到株洲市、 炎陵县投资兴业。”
在株洲考察交流期间， 范成连一行还

参观考察了株洲市规划展览馆、 湘江
风光带、中国动力谷展示中心等地。

株洲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将营造最
好环境，打造投资洼地，为台资企业在
株洲发展提供全方位、 全链条的服务。
希望此次来访的台湾客人积极宣传推
介株洲，鼓励吸引更多台商来株洲交流
合作、投资兴业，尤其在电子信息、新能
源汽车、现代农业等方面进行更深入更
广泛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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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结对 互利共赢
“千企帮千村”推进产业扶贫

“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长沙理工大学学生邹勇松事迹引起热烈反响

张斌

纪检监察干部常常被人形容为
“孤独剑客”“独行侠”。 日前举行的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培训班
上的三个细节引人深思。

在培训班开班式上，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省监委主任傅奎阐释
了“巨轮迎飓风”的道理：滔天巨浪
中，有经验的船长艺高胆大，开足马
力乘势而上，驶出狂风暴雨区；经验
不足甚至胆怯者，可能选择返航，但
危险恰恰就在掉头转向时———凶猛
的侧逆风会导致船体侧翻。

授课中，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
主任汤军用到了“木桶理论”告诫纪检
监察干部：“水桶能装多少水， 取决于
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办案工作战线长、
环节多，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
导致‘ 99+1=0 ’的严重后果。”

在警示教育片《永不蒙尘》中，
落马的省纪委原副书记李政科用亲
身经历“现身说法”：这些围猎你的
“猎手”， 是“为你的权力而来，奔他
们的利益而去”。

“巨轮迎飓风”的道理告诫我们，
“孤独剑客”应保持忠诚坚定的心态。
纪检监察干部作为执纪监督者，是党

的忠诚卫士、是法纪的“守护神”，担
负着特殊历史使命和重大政治责任，
当为“百官之率”，必须要有更高的觉
悟、更纯的党性、更强的担当。如果不
能成为保持清醒、 勇往直前的奋斗
者，就会在工作中走偏、掉队。

“水桶短板理论”告诫我们，“孤
独剑客”应保持“内外兼修”的心态。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会
得罪十三亿人民”，作为纪检监察干
部，内要锤炼胆色，保持定力，对腐
败问题嫉恶如仇，敢于唱“黑脸”、当
“包公 ”、拍 “板子 ”；外要修炼 “绝
活”，保持“清零心态”，练强看家本
领，在反腐斗争中“尽锐出战”。

“永不蒙尘”里的反面故事则警
醒“孤独剑客”们应保持享受孤独的
心态， 既要经得住清苦， 顶得住歪
理，抗得住诱惑，不贪赃枉法，不以
权谋私，更要保持内心的高尚纯洁，
耐得住寂寞，管得住小节，净化“朋
友圈”“生活圈”“社交圈”。

监察体制改革后， 身处反腐第
一线的纪检监察干部权力更大了，
职务影响力也随之提升， 参透悟深
这些故事中的道理， 时刻保持忠诚
坚定、“内外兼修”、享受“孤独”三种
心态，才能更好地立身于天地之间。

三湘时评

“孤独剑客”要保持三种心态

我省南北铁路干线运力将大增
京广铁路湖南段32个车站和供电设施升级改造基本完成

朝辞长沙 夕至长春
7月长沙将首次开通直达东北高铁；

长沙至沈阳二等座票价900元，至长春二等座票价1042.5元

营造最好环境，为台资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100余位海峡两岸企业家考察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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