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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湖南鑫广安农牧有限
公司路口分公司污水处理项目， 是长沙县第一
个规模猪场资源化环保示范项目， 也是我省猪
场污染治理及环境服务业示范项目。 公司涵盖
了污水处理、大型沼气、配套有机肥生产加工、
种养平衡、高效无害化设备等综合手段，生猪养
殖产生的废弃物在此基本可以“用干榨尽”“化
害为利”。

畜禽养殖污染是造成农村污染的源头之
一。 湖南通过规划、资金等政策引导，利用第三
方治理等市场化手段， 提升农村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的技术和硬件设施， 形成规模化养殖污染
治理、区域联户养殖污染治理、散户养殖污染治
理等畜禽养殖的合同环境服务模式， 推动了农
村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技术革新， 有效减少了农

村面源污染。
长沙县建立全国第一个农村环境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在全国率先开展畜禽养殖污染“合同
环境服务”试点，以乡镇为单位与治理公司签订
全域畜禽污染整治合同。

湘潭市引导社会投资，探索“行业主管部门 +
龙头企业 + 科研院所 + 养殖户”的模式，伟鸿公
司带动建立了三个万头以上的标准化示范养殖
场，引领 1.8万多农户参与市场竞争，年出栏生猪
160万头。 一批大型猪场成立清洁能源公司，建设
沼气池、实施定期配送，无养猪户也能使用清洁能
源。郴州永兴县采取 BOT模式，企业投入 2亿元，
对全县所有村（居委会） 垃圾进行集中无害化处
理，县财政每年只需投入 2000万元。

全省建立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市场化机

制。 鼓励以乡镇为单位，与第三方畜禽污染治
理公司签订全域畜禽污染整治合同。 治理公司
负责提供畜禽污染治理系统解决方案及运营
服务，通过利用粪污制取沼气、发电，种养平衡
等多种途径获得持续的经济效益并补贴运营
成本。 政府严格监管，定期开展污染治理效果
评估。

生猪养殖大县宁乡严格按照《环保法》《畜牧
法》及《宁乡县畜禽养殖区域划分管理办法》进
行审批， 对适养区内新增规模养殖场必须先按
规定办理环评手续；对限养区、适养区原有规模
养殖场未实施第三方治理的， 一律进行执法强
制取缔；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养殖主体由公安局、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环保局、畜牧局等部门
联合依法从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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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烟尘说再见
湘潭市岳塘区火炬学校 242班 邓唯楚

秋天的一个周末，我们从老家返回城里。 一路上天高云淡，山清水秀。
当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发现前面腾起了“浓雾”， 妈妈告诉我，这不
是“雾”，而是燃烧秸秆导致的浓烟。 再看窗外，果然如此：宽广的田间，一个
个“火堆”正在熊熊燃烧，浓烟直蹿上空；已经烧过的田埂上，留下大片黑色
的灰烬。 整个高速沿线，严重的路段堪称遮天蔽日，百米外的能见度明显下
降，开车人纷纷放慢行驶速度。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十公里。

进入城区，我发现天空中也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打开车窗，那迎面扑来
的焦烟味让人无法忍受。 “难道就没有办法烟消云散吗？ ”我问爸爸妈妈。他
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十分无奈。 我望着迷蒙的窗外，忽然灵机一动：能不
能发明一个烟尘处理器呢？

我想到了虹吸现象，于是这样开始设计：首先做一个长方形的箱子，箱子
的外层得采用合金，因为虹吸现象需要能源，利用空气能解决这个问题。 再把
箱子摆放在空旷的田野上，随时都可以吸收新能源。然后在箱子里安放三片叶
扇，叶扇前面装上一层过滤网。 启动机器，叶扇高速旋转，通过虹吸加叶扇，把
带有烟雾的空气强力吸进箱子里，再通过过滤网将烟尘挡住。在箱子的后面开
启一张小门，将净化的空气从小门中排放出去，这样，烟尘就消失了……

我静静地想着，仿佛看到窗外的天越来越蓝，云越来越白。 烟尘，我真
想早日和你说再见！

我的环保小智慧
湘潭市岳塘区火炬学校 249班 王又旋

有一次春游，老师给我们班上每个人都发了一瓶矿泉水，我们玩的时
候就把瓶子随便一放，等想喝时发现到处放满了一样的矿泉水瓶，谁也分
不清哪个是自己的，只好忍着不喝或者再去买一瓶新的，既麻烦又浪费！ 后
来，我发现不少地方不少人都会发生这种相同东西分不清的情况，这样不
仅浪费了资源，而且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多可惜！

于是我想：要是能在这些相同的物品上做记号，那每个人就不会弄错
了！ 可是，怎么样才可以做上记号呢？ 在物品上贴不干胶，然后用笔在上面
做记号？ 可是谁会时时带着笔呀！ 那就在物品上涂上水粉颜料，用指甲在上
面做记号吧？ 可是颜料用不了多久就会干，一划记号就碎，这个也行不通！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直到有一天，美术老师要我们在刮画纸上画画，我突然想到了最好的
做记号材料：我们只要把刮画纸剪下来，再用双面胶粘在物品上面，然后用
指甲或者任何硬一点的物体刻出自己独特的记号，这样就不会和别人的物
品混淆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每次都刻意去买，而是利用平时画完画
之后剩下的材料就行。

之后，我在班上推广了这个想法，大家纷纷赞同，试验之后效果非常不
错！ 其实，生活处处有智慧，环保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我真高兴，自己
可以为我们两型社会的建设贡献出一点小小的力量！

贺 威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生活

日益富足的老乡对生活环境有了更高

的要求。打造生态宜居的秀美乡村，湖

南把农村环境治理作为践行生态文

明、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抓手，从农村

生活垃圾和畜禽养殖污染两个 “老大

难”问题入手，探索村民自治破解生活

垃圾处理难题, 引入第三方治理等市

场化手段破解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难

题，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国家经验。

在津市农村， 老乡们家家有
本“绿色存折”，存进垃圾废品，取
出洗衣粉、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
一整套运行制度下来， 实现了农
村垃圾分类、减量、无害化处理。

津市的“绿色存折”与望城区
农村的“五点”（“卖一点、沤一点、
运一点、埋一点、收一点”）模式，
异曲同工， 成为湖南探索农村环
境综合治理的生动实践。

为解决农村“垃圾靠风刮、污
水靠蒸发”的窘况，我省将农村面
源污染治理放在美丽乡村建设的
大平台上，与强农惠农、生态创建
等工作结合， 果断出手， 整体推
进。

用典型引路是一以贯之的路
径，2010 年， 湖南被确定为全国
第一批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示
范试点省；2013 年， 在全国率先
推进以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选取 28个县
（市、区）试点，自治州整州推进试
点，覆盖 8000多个行政村。

2016 年，我省出台《农村垃
圾专项治理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全
面启动农村生活垃圾 5年专项治理。明确了
科学选定垃圾处理模式、全力推行垃圾分类
减量、加强村庄收集清运设施建设、加强乡
镇中转处理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生产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规范处置农村工业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清
理陈年垃圾、建立保洁长效机制等 9 项基本
任务。

今年 6 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出通知，
在全国 100 个县区开展第一批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工作。 望城区、攸
县、津市、永兴县、宁远县进入示范名列。

省农村垃圾治理确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了市州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农村垃圾治
理负总责；县（市、区）人民政府整合各类资
源，完善设施建设，保障日常运行；乡镇配合
做好垃圾收集转运设施建设，认真做好垃圾
清扫保洁收运和设施维护等工作；村（居）委
会、作业区（生产队）组织完善村规民约，发
动干部和村民做好保洁； 有关部门各司其
职、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
的格局。 实现了乡、村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全
覆盖，农村垃圾收集处置率达到 85%以上。

省政府出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乡村工作意见》、《农村人居环境重点整治
村及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试行）》等文件，明
确任务，统一标准，提供政策支持。 编制“十
二五”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
划、养殖业发展规划和污染防治规划等。

全省还建立了市、县、乡三级财政补助
制度。根据“一镇一站、一村一池、一户一桶”
建设要求， 市级层面给予每个乡镇每年 30
万—50 万元不等的建设资金，每村每年 1.2
万元的运行资金。县级财政按照 1：1的比例
给予相应资金配套，给予乡镇污水处理厂最
高 345 万元每座建设补助，8 万元每年的运
行补助。株洲市一级设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专项资金，每年 2000 万元，实行统一
管理，专款专用。 县（市）区一级各按不低于
当年财政收入 1.5%的比例， 设立农村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拨的方式，按平
均每村 3万元的标准补贴到村。乡镇一级根
据实际情况，配套一定的工作经费。

群众是良好生态环境的建设者、受益者，农
村环境整治成不成功关键在依靠群众， 发动群
众。

农村环境治理， 通过村民自治摸索出了一
条分区管理的路子。 将村级卫生区域划分为村
级公共区和农户责任区。 由村集体出资，聘请专
人对村级公共区进行日常保洁维护。 农户按要
求对责任区落实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的“三
包”责任，保持日常整洁。 建立组、村、镇三级农
村保洁队伍网络。 形成定人、定区域、定职责、定
奖罚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并推行屋场（小区）环
保自治管理，根据村民自愿，二三十户至七八十
户不等，组成一个屋场（小区），对屋场（小区）环
境卫生实现自我管理。

农村环境治理如何形成长效机制， 必须解
决筹工筹劳的问题。 农村环保自治合作社正是
来自田间地头的改革。 以乡镇为单位设环保合
作总社， 各村设环保分社， 作为生活垃圾有效
“分类减量”工作治理责任主体。 在不增加农民
负担的前提下，按照“一事一议”政策规定，农民
自发筹资筹劳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探索农
户自治收费维持保洁运转模式。

长沙县果园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环保
合作社，对全镇划分 44 个网格，聘请 44 名专职
保洁员，负责本区域垃圾分类处置，定期逐户收
集，上门指导垃圾分类处置，并将回收垃圾进行
二次分类。

在县乡推行私人组建垃圾回收合作社，各

地合作社还探索农村垃圾处理市场付费制度。
根据农户垃圾的产生量和自行分类处置量确定
收费价格，分类彻底的农户每月交 5 元，分类不
好的农户，则适当提高收费标准。

长沙望城区，城区和农村同样干净整洁。 全
区 14 个镇街先后启动了垃圾分类先行试点工
作，58 个村和 4 个楼盘小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
收运， 月均减少清运到固废场的垃圾约 2150
吨， 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占比达 30%。 全区有 27
个村获评市级农村垃圾分类示范村。

通过环保自治，实现了村民自我教育、自主
创新、自愿投入、自觉约束、自己受益，激发出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持久动力。 这一经验得到中
央领导肯定，要求湖南全省推广。

今年初，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牵
头组建的“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在长沙启动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
士印遇龙担任实验室主任。

近年来， 我省在依靠科技力量加强农村环
境污染治理，加强科学管理、强化监督方面，推
出了一系列举措。

整合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资金， 每年安排畜

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经费预算， 推广应用畜禽
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等治理技术。 对存栏
500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采用沼气能源发电、生
产有机肥、生化处理等技术，支持成立清洁能源
公司，统一建设沼气池、统一定期配送、统一收
费标准， 使无养殖户也能使用清洁能源； 存栏
20—499 头的中型养殖场采用“沼气 + 种养平
衡”、 室外生物垫料等技术；20 头以下的小型养
殖户推广家用沼气池技术。

科学管理同步推进， 将畜禽规模养殖区域
划分为禁养区、 限养区和适养区， 向社会发布
“三区”划分公告。 城区、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划
定为禁养区，禁养区内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畜
禽养殖场，已有的限期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畜禽
养殖场（户）强化污染治理，严格执行达标排放
等综合治理措施，不再新改扩建养殖场（户）；适
养区新建养殖场按环保“三同时”要求建设。 引
导建设“四化型”（养殖规模化、管理专业化、产品
绿色化、环境无害化）养殖场。 对完成污染治理
的养殖场给予财政补助资金奖励。

以农户为主建立“一坑、两池、三桶、四筐”的
处理模式。“一坑”即餐厨垃圾堆肥坑；“两池”即特
殊废品收集池和垃圾焚烧池；“三桶”、“四筐”是将
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存放的设施， 每家农户配备
3—4个垃圾分类桶，按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焚
烧垃圾、有毒有害垃圾等进行分户分类收集，通过

“回收、堆肥、焚烧、填埋”等方法化整为零，就地从
简处理，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以防控结合为路径， 强化农村环境监测评
价。 建立农业环境监测制度， 重点监控农业、化
肥、农膜、畜禽粪便等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 在
全国首创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和土壤环保认证，
建立土壤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强化源头预防。

建立分级考核制度。 市考核县（市、区），县
（市、区）考核乡镇，乡镇考核村，奖优惩劣，每年
评选先进县（市、区）、乡镇和村，给予表彰奖励，
对连续两次排末名的地区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对干部推行绩酬挂钩， 将县乡村三级干部 40%
的工作津贴切块用于城乡环境同治挂钩； 对农
户推行“大评小奖”，按清洁、较清洁、不清洁评定
等次，评比结果张贴到户。 对参与农村环保的市
场主体进行量化考核。

强化社会监督。 一些县乡选举成立由德高望
重老同志和党员代表组成的环保促进会或清洁工
程户主理事会，对保洁工作实行月考核、季评比管
理，对农户每月进行一次卫生评比；一些县乡聘请
退休老干部、大学生村官、企业主等社会人士作为
义务监督员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明察与暗访、交叉
评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环境卫生督查。

把美丽写在乡村田野。 全省上下通力协作，
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村容整洁的乡村呈现出勃
勃生机，青山绿水之间美丽乡愁永驻。

【两型习作】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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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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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自愿参与，自己受益

开放市场，引入服务，群策群治

科技支撑，科学管理，强化监督

垃圾分类。 赵持 摄

攸县钟家桥镇钟家桥村，宛如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 唐俊 摄

美丽新农村。 邓霞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