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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焚烧为何依旧屡禁不止》后续

网友、专家热议，认为秸秆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秸秆禁烧还得“疏堵结合、以用促禁”
富阳已全面构建收储运用一体秸秆利用产业化体系

记者 徐康亮 摄影 骆晓飞

11 月 23 日，本报报道《秸秆焚烧为何依旧屡禁不止》之后，获得广泛关注。很多网友在本报官微留
言，提出建议。有一些网友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要解决秸秆焚烧的问题，关键要解决秸秆综合利用的问
题，
“疏堵结合、
以用促禁”
。其实，
为提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2021 年富阳成功申报了全省仅两个的
农业农村部秸秆全量化利用试点县项目，
全面构建收储运用一体秸秆利用产业化体系。看似没用的秸秆
完全可以
“变废为宝”
。

焚烧秸秆不是“古已有之”
可能一些人会有疑问，焚烧秸秆
的习惯在中国古已有之，为何现在不
让烧了？其实这其中存在一些误会，
古代资源匮乏，秸秆是宝贵的资源，
焚烧的大部分其实是野草。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秸秆更是舍不得扔掉的
“香饽饽”，大家常常把秸秆拾回家、
堆成垛，在田地里也经常能看到高高
低低的稻草堆。
“那时，秸秆是烧饭的
燃料，是喂养牲口的饲料，还能拿来
做床垫、编草帽、盖草屋。”市民周先
生回忆说。
焚烧秸秆的现象是随着农业机
械化普及、农村生活水平提高而出现
的。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随着农机耕
种逐步取代牲畜耕种，家用电器、液
化天然气等广泛使用，以及以秸秆为
原料的农家肥日益鲜见，大家对秸秆
的需求逐渐下降，使得大量秸秆剩
余。同时机械化收割留下的长茬不
仅难以处理，还会影响之后作物的播
种，焚烧是部分农民的“偷懒”之举，
也是无奈之举。
有网友说，农民可以自行决定如
何使用、处理秸秆，其中也包括焚烧；

也有网友说，焚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对
他人身体健康、道路交通安全、生态
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
权力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
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
和权利；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
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为
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民在良好环
境中的生存自由，个人秸秆焚烧的行
为应当被禁止。
政府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公共
利益出发，禁止农户焚烧秸秆。但从
农户的角度来看，秸秆禁烧确实给他
们带来了不便和“负担”。
“ 农民相对
来说还是弱势群体，在规定禁烧这项
行为以及相关处罚时，应该同时注重
对农户的权益保护。
”有网友如是说。
“在加强立法与执法，督促农户
不再焚烧秸秆之余，社会多方面力量
也要加强秸秆综合产业的建设，使得
农户用其他方式处置秸秆变得更加
便捷高效，这样才能提高农户合理处
置秸秆的积极性。”浙江立峰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应佳俊建议。

专家：
秸秆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2022 年富阳区农作物秸秆产生量约
为 10.99 万吨，其中产生量排名第一
的是水稻秸秆 6.31 万吨，占比 57.4%；
排名第二的是豆类秸秆 1.3 万吨，占
比 11.8% ；排 名 第 三 的 是 油 菜 秸 秆
1.27 万吨，占比 11.6%。
为提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2021 年富阳成功申报了全省仅两个
的农业农村部秸秆全量化利用试点
县项目，全面构建收储运用一体的秸
秆利用产业化体系。
据统计，2020 年富阳区农作物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95.59% 、2021 年 达 到
96.14%，2022 年预计能达到 96.5%以
上。全区的农作物秸秆除了直接粉
碎还田以外（约占 75%左右），还会进
行离田利用，主要包括秸秆的肥料

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
等“五化”利用。2021 年，富阳区规模
化离田利用总量约 2.53 万吨，离田利
用率约为 25%。
区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蒋玉根
介绍：
“ 秸秆还田可以为土壤提供丰
富的有机质，从而培肥地力，改善土
壤结构，同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土
壤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但他也提醒：
“ 秸秆还
田时要选用生长健康的秸秆，不要将
有病虫害的秸秆直接还田，如玉米秸
秆有黑穗病的，不能直接用来翻埋还
田。最好将带病菌秸秆运出统一处
理，彻底切断污染源以免病虫害蔓延
和传播。另外，如果土壤中重金属含
量高的地区，其水稻秸秆也需要集中
处理，不能直接还田。
”

打捆田里的秸秆

富阳有很多规模化回收利用秸秆的企业

粮食烘干机用上秸秆燃料

用玉米秸秆制作青贮饲料
蒋玉根说，考虑当前秸秆直接还
田对下茬作物的生长影响，秸秆离田
进行综合利用，是一种较好的秸秆利
用方式。不仅能有效防止环境污染，
还可以减少病虫害发生，有利于下茬
的播种。把令农民头疼的“废物”变
成可综合利用的“资源”
。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土肥
站副站长张海娟介绍，目前富阳水稻
等大宗农作物离田综合利用模式主
要有 6 种：秸秆肥料化利用模式、秸秆
菌菇基料化生态循环利用模式、水稻
秸秆原料化（加工成稻草绳）利用模
式、水稻秸秆覆盖雷竹笋高效早出利
用模式、秸秆燃料化（加工成生物质
颗粒燃料）利用模式、秸秆饲料化利
用模式。

近日，记者走访了全区首台秸秆燃
料化粮食烘干机所在的新桐乡昌平粮
油专业合作社，在那里，记者见到了这
台“特殊”
的粮食烘干机。
负责人包昌平介绍说：
“ 我们这台
烘干机与普通的烘干机可不同，它可以
直接拿秸秆来当燃料。”
“ 你看，这是经
过打包机打包后制成的秸秆，我们可以
直接扔进去烧。”只见现场有工作人员
打开烘干机燃烧室的仓门，将一捆晒干
后的秸秆直接扔入，在鼓风机的作用
下，鲜红的火舌迅速蹿了出来，工作人
员赶紧将仓门关上。
记者了解到，用秸秆当燃料烘干粮
食的成本优势明显，相比以前用柴油和
电力烘干粮食需要的每吨 180 元的成
本，燃烧秸秆只需约 40 元每吨，还可以
利用林木秸秆、果树枝条等作为燃料，
来源十分多样。
我区规模化回收利用秸秆的企业
还有许多，如浙江瑞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杭州富阳富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杭州云开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其
中，富蒙生态主要采用秸秆饲料化利用
模式，以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秸秆为原
料粉碎后，制成青贮饲料，年可利用农

作物秸秆 3000 吨以上，年出栏湖羊 1 万
只以上。云开生态主要采用基料化生
态循环利用模式，以玉米、小麦、水稻等
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粉碎后，制成菌菇基
料，年可利用农作物秸秆 1000 吨以上，
菌菇年产量达到 300 吨以上。富龙新
能源主要采用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以
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农作物秸秆和
杂木、工业副产品等物质为原料粉碎
后，经由制粒设备压制成为具有高热
值、高密度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年可利
用农作物秸秆 3000 吨以上，生产生物
质颗粒燃料 1 万吨以上。
此外，为提高我区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提高农户、企业参与积极性，
2022 年富阳出台《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
（富政〔2022〕2 号）和《关
于印发杭州市富阳区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富
农〔2022〕136 号），对秸秆利用企业的补
助 由 原 来 的 100 元/吨 提 高 到 200 元/
吨，对农户秸秆粉碎还田的补助由原来
的 30 元/亩提高到 40 元/亩。张海娟表
示，今年共有 7 家秸秆利用企业申报，
预计能消纳秸秆 1.53 万吨。

网友留言
“来日可期”：应该留下焚烧秸秆
举报电话，
大家互相监督！
“帮助别人 快乐自己”：现在焚烧
的主要是田间地头的杂草，不是农民
环境保护意识差，而是番薯地蔬菜地
旁的杂草等不能埋地下的东西，农民
现在想不出处理办法，希望能解决此
难题。
“牛奶@咖啡”：城郊接合部经常
有这种情况发生，管理起来确实有点
难度，可以加强宣传禁止烧秸秆杂

草，
提高农民的自觉性。
“雨过天晴”：关键要解决秸秆的
回收和利用问题。
“杨建洪”：严禁焚烧秸秆，在当
下已成共识，特别是得到了广大市民
的支持。给广大的农民讲清利弊，给
农民带来好处和利益，农民会更支
持。
“阅读人生”
：疏堵结合是正道。
“小小徐”：既然想要把这个事情
杜绝，
肯定要有处理秸秆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