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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农业农村 绿意盎然南山

“三山二水五分田”的宜兴，生
态禀赋既丰厚又脆弱。进入新的
历史时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论，唤醒人们对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过于倚重
资源消耗的发展路子，如今已难以
为继，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
从坚决打赢农业面源污染攻坚战
开始。”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潘峰说。

市农业农村部门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为契机，结合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坚持源头治理与全程控制
相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与生产转型
升级相融合，积极部署，组织开展
畜禽养殖整治、水产污染治理、化
肥农药减施、发展方式转型等4大

专项行动，致力打通留住鸟语花香
生态美丽新农村的“最后一公里”。

按照“关停并转，综合治理”的

原则，全市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
推进有力。截至目前，累计关停养
殖场2057家，退养生猪47.5万头、

禽104.5万羽，大幅减少畜禽粪污
无序排放。坚持“退治并举、以退
为主”的工作方针，全面完成了滆
湖围网522户 1.33万亩整治及沿
太湖三公里缓冲带水产 615 户
1.25万亩整治。开展以“节氮、降
磷、补钾”及增施有机肥为主要内
容的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去年全市
化肥使用量已比 2015 年下降
11.74%。新增绿色防控服务面积
2万余亩，其中，周铁镇立足蔬菜
产业，积极创建省级蔬菜绿色防控
示范区，布设了2万套性诱剂，安
装了71只太阳能杀虫灯，示范区
总面积达1万亩，辐射全市1.7万
亩蔬菜种植面积，有效降低了化学
农药用量。全市农药使用量已比
2015年下降25.57%，有效减少了
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全市农业大步
迈向绿色发展之路。

今年油菜花开时节，坐落在丁
蜀镇的荷花荡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
客前来赏花游玩，过去的臭水塘变
成网红景点。风吹麦浪、稻禾飘香，
这是不少人印象里的种植业。我市
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让更多人
认识到，绿色农业才是现代农业。
2019年起，我市因地制宜推广科学
有效的轮作休耕方式，至今全市累
计15万亩农田得到“休养生息”。

往年每到夏收和秋收之际，我
市广袤的田野上不时会升腾起“缭
绕烟雾”，种地人明白，这是秸秆焚
烧惹的祸。该如何处理秸秆？近
几年来，我市坚持“先禁、后收、再
用”的原则，不断加大秸秆禁烧力
度，在机械化还田的基础上，采用
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基料化、

工业原料化等办法消耗利用秸秆
资源，各地秸秆“还田利用”面积不
断扩大，加上支持发展秸秆“离田
利用”新项目，培植营养土、基质和

包装材料，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率
已达95%，实现了秸秆禁烧和产业
发展的双赢。

以前每当农田管理时，田间地

头少不了有农药包装废弃物散落
情况出现，日晒雨淋，残留物向水
体排放、向空间释放，不仅污染农
村生态环境，而且给人们的生产生
活造成危害。为了减少农业废弃
物的污染，我市探索建立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体系，先后在全市18
个镇（街道）创立25个农业废弃物
回收点，依托现有农村保洁队伍，
采取定片包干、定额补助的方式，
建立起田间农药包装废弃物拾捡
员队伍，鼓励各地农业种植合作
社、种植专业户做好各自农药包装
废弃物的回收。从目前看，其效果
逐渐突显，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开始
注意到田园环保，有些群众在回收
自家农资包装废弃物之余，还会主
动捡拾农药瓶、农药袋，回收的积
极性日渐提高。据悉，我市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率已达84.6%，这些
回收物最终将会被集中收集、无害
化处理。

离开喧嚣的城市，行走在宜兴
秀水明山之间，仿佛走进了“万花
筒”，一个个新农村镶嵌其中：徐舍
镇美栖村，当地村民整理土地成花
园，种植玫瑰花，市场前景一路看
好，美丽了村庄环境，鼓起了村民
的腰包，人们笑意写在脸上；西渚
镇白塔村，农户养猪养出名堂，还
创造性打造出一个“猪博馆”，将生
态养殖和休闲旅游融合开发。各
地打造生态宜居新家园，共同涵养
我市农业农村的生态颜值。

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宜
兴的追求；殷实小康但环境污染，
同样不是宜兴的喜好。市农业农
村局和属地政府把“百姓富”与“生
态美”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建设生
态农业、有机农业、观光农业、休闲

农业、循环农业等，促进农业生产
方式加快转变。芳桥街道金兰村
按照“田园美、家园美，生态美、生
活美”的标准，争创生态循环农业
试点单位，农业农村部门把水稻侧

深施肥、“插喷同步”一体除草等领
先适用农机具送到农户家门口，尝
到依靠科技力量减少污染排放甜
头的金兰村，建设生态循环农业劲
头更足了。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加快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农业，
杨巷镇在邬泉、革新村一带，以项
目为抓手，打造类型丰富、模式成
熟、特点鲜明的省级现代生态循环
农业试点。山还是这座山，水还是
这片水，地还是这块地，与以前相
比不同的是，大地上高标准农田建
设正酣，新农技推广力度更大，当
地农业生产企业选用培育适龄壮
苗、严格合理密植等粮食绿色高
质高效栽培技术，在促进科技兴
农的同时，还激发了农户保护生
态环境的热情。张渚、湖氵父等镇调
动农户扮靓庭院的积极性，将美丽
庭院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美丽庭
院助力农户发展民宿、农家乐。张
渚镇农户自发组建 50个志愿团
队，包下清洁家园等公益活动，秀
美庭院成为张渚保护农村生态环
境的“微引擎”。

■今日视点

■亮点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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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农业发展绿色农业 促进乡促进乡村振兴村振兴
————我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纪实我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纪实

引言：“宜兴哪里苦？湖氵父加张渚。”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传
在宜南山区的一句话。那时的湖氵父、张渚两地，开矿挖煤、开山采石，
地面沉降严重，水土流失超大。如今，曾经水土流失情况严重的张
渚、湖氵父等地，通过生态修复，山头重现绿色，山间溪流淙淙，曾经的

“瘌痢山”变成了瓜果飘香的“花果山”。“宜兴哪里富？张渚加湖氵父。”
望着满山的茶园、翠竹、杨梅，张渚镇党委书记张敏喜滋滋地说。

宜南山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变化，是我市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的一个缩影。守好山清水秀天蓝，留住鸟语花香田园，色彩斑斓的
宜兴地图上，美丽乡村无疑是一处闪光的坐标、一张烫金的名片。
打开我市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蓝图，是一幅福泽绵延、惠及子孙后
代的幸福答卷。

□记者双力见习记者万芳宁

本报讯（见习记者万芳宁）
7月8日，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走进江苏神力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大门醒目处的一块石
碑上赫然写着水稻专家袁隆平
题写的“环太湖农业资源循环利
用站”几个大字。作为丁蜀镇农
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该
公司秉持着做好有机农业的初
心，不断摸索前行，巧做秸秆利用
文章，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出力。

公司董事长王力此前在陶
瓷工业园里做紫砂花盆生产经
营，如今却跨行业发展做起了
有机农业。说起与农业的渊
源，也是因一次偶然与袁隆平
的接触。受到袁老的启发，王
力觉得有机农业是前景好、保
护环境、造福社会的大事业，便
着手干起了有机农业，几乎一
心扑在上面，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王力将这个事业越做越大，
也越做越着迷，在农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方面小有成就。

2015年，王力在丁蜀镇乌
溪港定溪村创办了江苏神力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主
要对农业废弃物回收进行综合
利用，将收集到的秸秆等农业
废弃物用专用粉碎机粉碎，与
除臭菌种和打捞出的太湖蓝藻
一起拌和，经过蓝藻预处理机
除臭、脱毒后，再放入废弃物处
理制肥机，产出有机肥料、基

料，农业废弃物华丽变身，成为
有机农场首选的“营养土”。经
过三次设备升级改造，目前公
司每年可为全镇处理4000多
吨秸秆、园林残体等农业废弃
物，服务9000亩左右农田。

随着回收工作的全面推
开，公司也遇到一些难题。农
忙时节季节性特点强，且时间
较为集中，而农业地域分布较为
零散，给公司进行农业废弃物的
收、运带来一定难度。王力始终
带领着公司员工坚持一个信念：
做生态农业就要做好。公司不
断积累经验，在大棚内分别设置
了发酵制肥区、基质配方区、肥
料包装区，农忙时节提前清理
好场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3
辆载重车全部派出，到洑东、双
庙等村回收，收回秸秆等立即
破碎，并妥善做好堆放和储存
工作，保证农忙时节的秸秆回
收工作有序开展。

令人欣喜的是，公司变废
为宝产出的有机肥料根本不愁
销路，公司自建的蔬果、苗木基
地便首先用上了有机肥，丁蜀
镇、张渚镇、芳桥街道等地的农
场主也纷纷前来购买“营养
土”。王力的紫砂花盆在网上
销往全国各地，跟随花盆一起
售出的还有公司产出的“营养
土”，为想要购买花盆进行种植
的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秸秆利用变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双 力）7月8
日，地处张渚镇芙蓉村的张渚镇
顺发养殖场内立起一个庞然大
物——全自动畜禽污染处理系
统，工程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
备。养殖场主人高梅、吴永强向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介绍说，
有了这套处理系统来帮忙，他们
家年存栏32000羽蛋鸡的养殖
场，鸡粪处理再无后顾之忧。

规模蛋鸡养殖场，每天都会
产生大量鸡场粪污，传统处理方
式一般采用干清粪，将收集起来
的鸡粪铺到场上晒干作肥料用，
避免了冲洗鸡粪产生的大量污
水。但一旦遇到连续阴雨天气，
巨量鸡粪无法晒干，处置不当会
造成环境污染。高梅、吴永强清
晰地记得，有一年的汛期，连续不
断下了二三十天的雨，养殖场产生
的鸡粪无法及时晒干，可用空间几
乎都用于暂时存放鸡粪，处理鸡场
粪污成为他俩的一桩心事。

采用干清粪法处理鸡场粪
污，需要靠晒场、靠劳力、看天气
来完成。随着养殖场规模不断
扩大，他们难以找到大面积晒
场，需要增加劳力，所支付的劳
务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特别
是看天气处理，鸡场粪污处理效
率低下。思考再三，高梅、吴永

强决定采用环保机械来帮忙处
理鸡场粪污。我市农业农村部
门给予养殖企业畜禽污染防治
的奖补政策到位，更加坚定他俩
改变传统鸡场粪污处理方式的
信心，立志投身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行列。

高梅、吴永强上镇江、到泰
兴、去南京，到规模养殖场考察，
去环保设备生产厂家进行设备
选型。最终选定山东省一家环保
设备生产厂家，投资70余万元，
建设全自动畜禽污染处理系统，
环保处理后的鸡粪成了有机肥
料。他俩说，国内暴发新冠肺炎
疫情，没有阻断他俩走好用先进
方法治理鸡场粪污路。从合同签
订网上进行，资金汇款银联代劳，
到桩基建设提前施工，设备安装
仅花一个月时间，设备提供商坦
言，建设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他
俩说：“早一天运行，压在他们心
头的石头就可以早一天搬开。”

这些天，高梅、吴永强又开
始算起一笔新账来。顺发养殖
场新上鸡粪处理装备，全年将生
产优质有机肥500余吨，附近粮
油、瓜果和蔬菜种植户慕名前来
预订肥料。喜获鸡粪处理增收
新渠道，笑意满满地写在高梅、
吴永强的脸上。

畜禽污染处理无忧
多措并举多措并举，，整治行动有力推进整治行动有力推进

分类施策分类施策，，综合利用成效显著综合利用成效显著

以点带面以点带面，，生态农业渐入佳境生态农业渐入佳境

生态宜居乡村生态宜居乡村

连片推进整治连片推进整治

秸秆回收利用秸秆回收利用

河道培植景观河道培植景观

科技装备来帮忙科技装备来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