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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袁江苏宿迁市酒都文化公园装饰廊道正进行亮化施工遥 宿迁市推进城市公园尧
绿地建设袁实施大运河尧古黄河尧骆马湖沿线野一岸两线冶绿道生态系统建设袁形成了以水串
城尧清水绕城袁水景交融尧人水相依的滨水特色袁出行 300 米即可步入绿色空间遥 陆启辉摄

发展清洁能源 推动低碳转型
野十四五冶是碳达峰关键期尧窗口期遥 各地采取有力

措施袁优化能源结构袁进一步推进风电尧光伏等可再生能
源发展袁增加可再生尧清洁能源供给袁确保如期实现目
标遥 江西省利用自身优势袁大力发展渔光互补光伏产业袁
推动能源低碳转型遥截至目前袁江西省水面光伏装机 110
万千瓦袁光伏发电总共装机 788 万千瓦遥 朱磊

呵护古汴河
春光明媚袁桃红柳绿遥 近日袁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石

集乡组织 10 多名志愿者和环卫工人来到古汴河袁 清理
水上漂浮物袁拾捡岸边垃圾遥

近年来袁 泗洪县不断加大水生态环境治理力度袁通
过常态巡河保洁与集中巡河保洁相结合袁人工监测与智
能监测相结合袁 实现河长制工作由运动式向常态化转
变尧人工管理向智能管理转变袁把河长制工作向纵深推
进袁使全县 171 条县乡河道水清尧岸绿尧景美遥 张笑

安徽启动四条生态廊道建设
近日袁安徽省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暨长江尧淮河尧

江淮运河尧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全面启动仪式在合肥市
举行遥 据悉院安徽省林业局已组织编制了叶安徽省长江尧
淮河尧江淮运河尧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工程规划曳遥 记者
从安徽省林业局获悉院从今年到 2023 年袁长江尧淮河尧江
淮运河尧新安江两侧各 15 公里范围内将实现宜林还林尧
应绿尽绿袁并同步开展全流域系统治理曰到 2025 年袁长
江尧淮河尧江淮运河尧新安江沿线的城镇尧乡村将基本达
到省级森林城镇尧森林村庄标准袁森林质量持续提升袁各
类自然保护地和湿地得到有效保护修复袁流域生态系统
更加稳定健康遥 田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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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桐乡袁春色正好袁濮院镇红旗漾
村的野千亩稻田冶基地吸引了不少游人遥

濮院镇副镇长高玉祥告诉记者袁这
是一片占地 1200 亩的省级粮食生产功
能区袁 去年镇里投资 300 万元对其进行
景观改造袁 增设观光栈道等休闲设施遥
野农旅结合还让基地培育的品牌稻米打
开了销路遥 冶高玉祥说袁野这要归功于水
质袁 我们治水的秘诀就是生态拦截沟
渠遥 冶

拦截沟渠治污袁美丽乡村添景

距离野千亩稻田冶800 米处袁有处野口
袋公园冶袁树木葱郁袁一条水道蜿蜒向前袁
岸边点缀着簇簇再力花尧蓝花梭鱼草和
鸢尾遥 很难想象袁这条精致的湿地长廊
就是高玉祥口中的野生态拦截沟渠冶遥

桐乡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生态建设指
导中心主任周雪娥介绍袁由于与稻田存
在地势落差袁农田尾水经排灌沟汇聚于
此袁形成天然的尾水处理池遥

可就在两年前袁这里还是另一番光
景遥 野以前这是一条断头浜袁由稻田排入
的尾水未经处理就被直接排放进附近河
道遥 冶周雪娥说袁不仅这潭水变得臭气熏
天袁排进河道的水体中氨氮尧总磷等指标
也严重超标袁加剧了周边河道的富营养
化遥 2019 年下半年袁桐乡市投资 129 万
元对这里进行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改
造遥

野结合断头浜的地形特点袁我们做了
道耶加法题爷遥 冶周雪娥解释袁所谓的野加
法题冶袁其实是用挡水分离坝将沟渠从中
间一分为二袁再人工设置前高后低的落
差袁从而建立起可自行流动的 U 形回水
系统遥沟渠由 100 米变为 200 米袁尾水流
经沟渠的时间也顺势延长了一倍袁增加
了尾水在沟渠内过滤与净化处理的时
间遥

不仅如此袁种植在沟渠底部的沉水
植物可吸附底泥中的氮尧磷等物质袁对底
泥进行改良袁在沟渠内形成野水下森林冶袁
投放的生物菌和水生动物可分解水体内
的污染物袁进一步提高了水体的自净能
力遥

野目前已建成的 8 条生态沟渠每年
安排 6 次以上的水质检测袁 经过沟渠处
理的水质从建成前的吁类甚至劣吁类提
升至郁类或芋类袁总氮尧总磷分别下降
10%和 30%以上遥 冶周雪娥说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根据不同农田沟渠
特点袁结合美丽乡村精品线和美丽田园
建设袁桐乡因地制宜建设生态沟渠袁多种
生态沟渠在农田里遍地开花遥

野新建的拦截沟渠在保证排水功能
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生态景观打造袁从而
形成农田景观联结带袁推进农田向绿化尧
美化转变袁将田园变公园袁进一步优化农
村人居环境遥 冶周雪娥说遥

水塘负责净水袁野跑道冶可以养鱼

在桐乡袁对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有野加
法冶也有野减法冶遥 在位于大麻镇海华村
的海北圩水产专业合作社袁野冲浪鱼冶养
殖基地就巧用一道野减法题冶找到了处理
养殖尾水的妙招遥

啥是野冲浪鱼冶钥指着一条条长 25 米
的养殖流水槽袁基地负责人沈天富向记
者介绍起来院野其实就是把鱼养在这些流
水槽中袁利用机械造浪造流袁让鱼在水槽
中像冲浪一样保持游动遥 冶沈天富说袁长
期在流水环境中生长的鱼因运动量大而
脂肪含量低袁肉质更紧密袁口感更好遥

沈天富进一步解释院野以前在 104 亩
大的鱼塘中养殖袁以甲鱼和鲢鱼等为主袁
养殖尾水直排入河袁氮磷含量超标袁导致
水体富营养化遥 冶现在袁鱼塘的产值几乎
全部集中在这 2 亩左右的 10 条跑道中袁
从 104 亩到 2 亩袁养殖面积大为缩减袁但
这被野舍弃冶的大片水域其实也有大作
用遥

记者放眼望去袁10 条跑道位于水塘
一端袁与水塘相连袁一字排开的养殖水槽
两头装有拦鱼栅袁一头的野推水增氧冶装
置让塘水实现循环流动袁另一头的吸污
装置则时刻收集鱼粪残饵遥

野鱼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袁流

动的水不间断地从耶跑道爷内流过袁带来
氧气和食物袁又带走粪便和残渣遥 冶沈天
富说袁推水增氧让一塘静水动了起来袁养
殖过程中产生的鱼粪和残存饲料顺着循
环水流进入吸污水道袁 其中的 80%可以
被回收制成有机肥袁 剩下的 20%则由鱼
塘底排污系统收集利用袁再由外围的浮
游生物尧水生植物等进一步净化水质遥

自 2018 年引入池塘循环流水野跑道
养殖冶模式以来袁沈天富前后共投入 200
多万元用于野冲浪鱼冶养殖的基础设施建
设遥他告诉记者袁跑道内养殖的 90%为鲈
鱼袁与传统鲈鱼养殖模式相比袁野跑道养
鱼冶模式提升了鲈鱼品质袁鱼的价格也高
于市场平均水平袁还能实现反季节销售袁
野一年能产出 15 万斤左右的鲈鱼袁 主要
销往长三角地区袁 今年开始已经回本
了遥 冶

尝到甜头袁被问及未来是否会继续
扩产袁 沈天富的回答却令记者有些意
外要要要野104 亩水塘处理这 10 条跑道的
养殖尾水刚刚好袁再增产就吃不消咯遥 冶
在他看来袁虽然收益不错袁但保持鱼塘的
生态平衡袁贵在把握一个野度冶字遥

自主研发设备袁废水循环利用

周末袁位于洲泉镇的华腾牧场成了
一片欢乐海洋袁不少家长专程带着孩子
到此体验生活袁牧场里好不热闹遥 占地
320 亩袁华腾牧场的面积可不小袁这里的
牲畜粪尿如何处理钥 牧场负责人詹天球
说袁这里的牲畜粪尿早已实现野零排放冶袁
还实现了废物利用遥

在一台箱式固液分离设备前袁詹天
球向记者介绍野变废为宝冶的秘诀要要要牲

畜粪尿经干湿分离后袁干粪便在炭化炉
700 摄氏度高温无氧环境下加工成粪
炭袁加入木屑尧小麦尧水稻秸秆等原料袁经
过特殊菌种的发酵处理可制成有机肥曰
分离后的尿液袁经设备爆气电解浓缩处
理 15 分钟后制成浓缩液体肥袁可用于滴
灌施肥曰剩下的废水还能净化到郁类水
标准袁用于牧场内花卉灌溉袁以及冲洗栅
栏等袁实现了循环利用尧变废为宝遥

在此之前袁牧场也经历过粗放式处
理的阶段遥 野以前废水经简单处理后进
入排污管网袁粪便就采取就地堆肥的简
单方法袁老远就能闻到浓重的臭味遥 冶詹
天球算起了一笔账院野按一万头的养殖规
模算袁每天至少产生 30 吨排泄物袁一年
就要产生 10950 吨排泄物袁若按每吨 50
元的处理费计算袁光人工费就要近 55 万
元遥 冶

牧场从 2015 年起开始自主研发处
理设备袁如今不仅省下了排泄物处理资
金袁水质与环境也得到了提升改善袁更让
牧场的发展迎来新机遇要要要通过增设亲
子游乐区尧展示区等区块袁牧场大力发展
观光旅游袁形成种养结合尧产销一体的融
合发展新业态遥 如今袁华腾牧场的畜禽
粪污处理方法等还在浙江安吉尧江苏宿
迁尧山东淄博等地成功运用袁去年还向国
外出口了 3 台单价超百万元的集装箱式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遥

谈及未来袁詹天球有新目标袁他希望
能有更多人走进牧场袁了解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的新理念袁也希望自家技术
能在更多牧场实现推广袁让更多的养殖
废料变废为宝遥

浙江桐乡探索农业污水资源化利用袁变废为宝要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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