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减量，压缩中转越来越轻松

“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 ”湖南仁和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谢松指
着统计表，如释重负地说。

湖南仁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从事环保行业投资建设运营和技术
及管理咨询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拥有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核心技
术和成熟的运营管理经验。

2004 年， 该公司获得特许经营权，
投资建设长沙市第一垃圾中转处理场。
2005 年，处理场正式运营。 经过多期建
设，该项目已成为国内处理规模最大、功
能最完整、 设备最先进的大型垃圾中转
处理场之一。

中转处理场通过对生活垃圾大比例
压缩、大容量转运，运输效率提高了 5 倍
以上， 极大提升了长沙城区内垃圾清运
速度，大幅降低了垃圾运输成本，有效缓
解了交通压力。

但有些尴尬的是，2018 年以前，长
沙市生活垃圾处理全程由市政府统筹买
单，投入资金很大，仅 2017 年市财政投
入达 9.6 亿。产生多少垃圾就运送多少垃
圾，导致生活垃圾处理“大锅饭”现象。

汹涌而来的海量生活垃圾也让长沙
市第一垃圾中转处理场压力加大， 处理
场投产时日垃圾处理能力为 4000 吨，
2012 年又扩建到每天 7200 吨， 但依然
力不从心。

据悉，2017 年长沙每天产生生活垃
圾 7876 吨，5 天就可填满一个贺龙体育
馆，32 天就可填满九龙仓国际金融中心。

为此， 长沙启动了新一轮垃圾治理
改革， 以财政经济杠杆促进生活垃圾减
量，推进环境修复。 建立生态补偿等多元
化的资金保障机制， 分区县确定量控指
标，实行阶梯计费管理。 生活垃圾输出区
对接纳区缴纳生态补偿费， 实现了垃圾

处理设施由“邻避”向“邻利”转变。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综合规划处陈奇

勋处长介绍，生态补偿以 2017 年各区县
生活垃圾处理总量和人口自然增长为基
数，基数以内的部分按照 30 元／吨的标
准缴纳，超过基数部分按照 50 元／吨的
标准缴纳。 生态补偿费专项用于固废处
理场、 餐厨垃圾处理厂等生活垃圾综合
处理设施周边的环境治理、 基础设施完
善、经济发展扶持等事项。

新一轮垃圾治理改革的新政落地，
压实了长沙各区县主体责任,立马就发挥
出了巨大威力。 2018 年，长沙全市收取
生态补偿费 6000 万元，各区县生活垃圾
阶梯计费授奖约 3500 万元，节约财政预
算资金上亿元。

2018年， 长沙市第一垃圾中转处理
厂垃圾处理量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减少
了近 40万吨，节约财政预算资金上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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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既是“老话题”，也是“新时
尚”。 它是一件小事，却关系到城市的未
来，只有通过垃圾分类，才能实现资源的
有效再利用。

“只要将废品按照类别提示分别投
入不同的箱子， 这个机器就会对投入的
垃圾进行智能识别和称重， 并根据不同
废品的价格计算返现金额， 这个机器实
在太赞了……”

家住岳麓区洋湖街道洋湖和园小区
的王阿姨， 对小区出现的智能垃圾分类
回收机赞不绝口。 这些黄颜色的机器是
去年底投放在小区的。

王阿姨从家里清理了一些废报纸，
根据操作指引， 她的这些废报纸卖了
7.64 元，这又让她很是惊喜。

长沙这几年进行垃圾分类试点所引
进的高科技智能产品， 一出场便成为了
“网红”。 其实，长沙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开始于 2016 年， 到 2018 年分类试点工
作得到进一步推广。

除了在各街道小区和公共场所广泛
投放干湿两种不同类型的垃圾桶， 四分

类和可回收物两种容器。 长沙还加大了
垃圾分类宣传力度， 以党建引领为重要
推手，培养市民养成良好的环保意识。 并
向居民免费发放垃圾分类家庭用桶以及
印有二维码的垃圾分类袋，让垃圾“冤有
头，债有主”，无处可逃。

同样， 垃圾分类对实现城市垃圾减
量，破解“垃圾围城”的城市困局也意义
重大。

2018 年，长沙市 342 个社区开展垃
圾分类试点工作， 打造了开福区清水塘
社区、雨花区枫树山社区及麻塘桥社区、
高新区麓源社区等 62 个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社区。

大力推广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
示范项目建设， 建成了岳麓区大件垃圾
和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 芙蓉
区朝阳农贸市场易腐垃圾、 高新区园林
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等项目。

对大件垃圾、园林垃圾、装修垃圾等
进行物理方法处理， 有效减少垃圾进入
处理终端，探索将大件垃圾、园林垃圾以
更高的价格出售至火电站等需要原料热
值高的用地场所， 从利益导向出发达到
分类减量的目的。

与 2017 年相比，进入市属终端的生
活垃圾减量 13.37%。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市容环卫处处长
钟庭表示，2019 年长沙市将继续畅通垃
圾分类大分流渠道， 引导所有居民采用
正确方式、定点定时投放垃圾,实现社区
垃圾分类 100%覆盖。

垃圾分类是精细化城市管理的重
要内容。而餐厨垃圾集中收运和无害化
处理又是垃圾治理的难点、重点和关键
点。

如何化解这一难题， 并有效解决餐
厨垃圾无序收集，杜绝“地沟油、潲水油”
回流餐桌。 长沙的做法是，引进餐厨垃圾
处理的专业公司，实行项目特许经营。

2012 年，湖南联合餐厨公司中标成

为了长沙市餐厨垃圾收运处理项目的运
营方。

冒着细细春雨， 笔者走进公司生产
区， 只见餐厨垃圾收集车在厂区内来往
穿梭，沼气发电厂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
象。

该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杉介绍， 餐厨
垃圾处理项目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投入
运行，总投资 2.2 亿元。分两期建设，包含
餐厨垃圾无害化预处理、污水处理、资源
循环利用、设备研发集成等，是国内收集
处理规模最大、布局最合理、工艺和设备
最完善的大型餐厨垃圾处理厂之一。

公司总共 180 余台专用收集车，300
余名专业收集人员。 收集范围覆盖了长
沙市，日集中收运处理量 800 余吨。

项目运行以来， 餐厨垃圾收集总量
达 100 余万吨，提炼废油脂 5 万余吨，发
电 700 余万度， 全面实现了无害化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

在实行项目特许经营的同时， 长沙
又通过加大宣传力度， 建立管理体系等
措施为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取缔
非法提炼潲水油、地沟油场所，查处非法
收集运输餐厨垃圾车辆， 保障了餐厨垃
圾有序收集和运输。

2017 年，长沙率先在全国实现餐厨
垃圾全覆盖收运。

长沙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营，逐步形成
了餐厨垃圾收集处理的“长沙模式”，并
被全国推广。

“在新的征程中，长沙城管将把垃圾
全焚烧、分类全覆盖、设施全环保、资源
全利用、 监管全智能作为垃圾治理的五
大终极目标。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奋力书写垃圾综合治理新
篇章。 ”展望未来，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邓鹏宇信心满满。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
越。 ”长沙垃圾治理，未来可期。

天蓝水碧城如画
———长沙市全力推进垃圾综合治理工作纪实

张建平 柏 润

春风又绿芙蓉国，山水洲城入画
来。

4 月的长沙，春意盎然。 放眼望，
岳麓山十里苍翠， 湘江水款款北去，
整齐干净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披红染
绿的公园内游人如织。

近年来，长沙市全力推进垃圾治
理工作， 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科
学减量破解垃圾治理项目 “邻避”效
应困局；构建了垃圾集中中转,以焚
烧为主、填埋为辅、餐厨全资源化利
用的生活垃圾综合治理体系，垃圾综
合治理硕果累累。

长沙的天更蓝水更清，城市更美
丽了。 一幅赏心悦目的美丽画卷扑面
而来， 将诗和远方定格在了星城大
地。

垃圾处置的绿色发展、 低碳发展、
循环发展已成为长沙的新风尚。

近年来，长沙加快生活垃圾终端处
置体系的转型升级，积极推动垃圾终端
处置由“卫生填埋”向“清洁焚烧”转变，
由“单一处置”向“协同处置”升级，构建
多点支撑的垃圾终端处理体系。最终实
现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

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建成了全国规
模最大、工期最短、工艺最新、形象最佳
的单体清洁焚烧项目。

与想象中臭气扑鼻的“垃圾场”不
同，位于望城区黑麋峰的这个清洁焚烧
项目更像是一座高科技现代化工厂。

厂区内，冷却塔、烟囱、垃圾储坑、
焚烧发电厂房等建筑鳞次栉比。透过调
控室的玻璃幕墙，只见一个巨大的机械
手从垃圾储坑内将垃圾缓缓抓起，投进
焚烧炉顶端，炉内高温迅速将垃圾烤干
焚烧。 奇妙的是，眼见如此巨型的垃圾

池，在幕墙之外竟闻不到一点异味。
“我们采用的关键设备、技术均具备全国一流

水准，严格控制恶臭气体和烟气排放。拥有六条焚
烧线，每天可处理 5000 多吨生活垃圾，日发电能
力达 200 万度。 ”

清洁焚烧项目运营单位浦湘生物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段佳自豪地告诉我们。

过去，长沙生活垃圾处理全部依靠填埋。运行
15 年来， 处理场的卫生填埋垃圾量已达 2600 万
吨，填埋垃圾量正逼近限值。 而且卫生填埋，虽然
经过了无害化处理， 仍不可避免会对周边环境带
来一定影响。

垃圾清洁焚烧不仅可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
低最低值，还能综合利用，变废为宝。 炉渣能变成
为行道砖、广场砖、透水砖等建筑材料，生活污水、
渗滤液、浓缩液等污水全部可用于循环利用。

随行的长沙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管理处主任彭
勇介绍，清洁焚烧项目运行一年多来，已经处理生
活垃圾 240 余万吨，发电 9 亿多度，各项排放指标
优于欧盟标准。

与此同时， 先进的物联网技术也为清洁焚烧
项目添了光彩。 长沙市在厂区建立了高科技智能
化的固废工作监管平台，并和环保部门联网共享。
对进场垃圾量、焚烧工况、烟气污染物排放指标进
行实时监控 并实时公布监测数据。

除此之外，长沙还建有智慧渣土平台。对全市
渣土储运情况进行 24 小时监管。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胡刚表示， 垃圾冶
理的最终落脚点是要有处理终端， 除了黑麋峰这
个项目，长沙一共有四个垃圾焚烧项目，其中两个
在城区，浏阳、宁乡两市各一个。

胡刚还透露， 长沙正在筹建固废处理场内污
泥与生活垃圾清洁焚烧协同处置二期工程。 项目
建成后，将以“品质 +、科技 +、生态 +”，打造垃圾
处理“升级版”，并兼顾城市污泥处理。到那时全市
生活垃圾将实现全量焚烧。

从 2021 年开始，长沙固废处理场填埋区将逐
步告别历史舞台， 转型为环保工业园和环保科普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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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与，垃圾分类越来越精细

小型餐饮门店餐厨垃圾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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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长沙市城管执法局提供）

黑麋峰垃圾清洁焚烧项目智能监控系统。

中转运输车。

望城区黑麋峰垃圾焚烧厂全景。

长沙市第一垃圾中转处理厂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