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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从安顺市区出发，往
北郊方向行驶约 15公里，到达轿子
山镇大进村，远远看向村内，田地间
一栋白墙灰顶的厂区建筑格外引人
注目。走进其间，建筑四周精心布局
的草坪、花坛、绿树、池塘给人小花园
般的感受。

如果不是一辆辆印有“西秀环
卫”、“垃圾转运”字样的货车陆续驶
入，谁也不会想到把这样一个花园式
工厂跟垃圾处理联系在一起。而事实
上正是在这个闻不到异味、看不见污
水排出的安顺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
公司里，每天能处理掉700吨我们的生
活垃圾。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进入厂区卸料大厅，隔着玻璃，
记者看到两辆垃圾转运车正从入口
开进来，司机熟练地将车头调转，车
尾对准卸料口缓缓抬升，将整车垃圾
倾倒入后方的大储坑。在这个可以
容纳上万吨垃圾的储坑里，垃圾发酵
3至 7天后，工作人员便会操作上方
如一只巨爪般的抓斗，将垃圾抓入焚
烧炉通道。

“生活垃圾在集中收运、中转压
缩，运送到这里后，经过焚烧，产生的

能量将用于发电，并入贵州电网，输送
到千家万户。”安顺绿色动力再生能
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滨告诉记者。
按一天700吨垃圾处理量计，垃圾焚烧
1小时的发电量为1.2万度，每天的发
电量约达30万度。

在曾经粗放的管理模式下，我市
大部分生活垃圾除了市民随意倾倒，
就是专人运送到特定的填埋场进行填
埋，但这种以消耗土地资源为代价的
垃圾处理方式并非长久之计。

而今，绿色动力的发电项目除了
处理我市日常产生的垃圾，也在处理
着曾经随意堆放的陈腐垃圾。数据显
示，自2015年7月一期工程投产至今，
三年时间，发电厂已为我市处理掉了
近80万吨日常垃圾，以及近10万吨陈
腐垃圾。

核心工艺将垃圾“吃干榨净”

据了解，垃圾焚烧产生的烟气中
含有二噁英，系一类剧毒物质，其毒性
相当于人们熟知的剧毒物质氰化物的
130倍、砒霜的900倍。但深入发电厂
内部的参观之旅打消了记者的隐忧。

“二噁英在 850℃以上的高温环
境下就可以完全分解，而我们的焚烧
炉温度控制在 850℃— 1050℃之

间。”刘海滨告诉记者，“保证足够的炉
内高温和停留时间，加上我们自己的
专利核心技术，对二噁英作进一步的
吸附处理，以及对烟气中其他有害物
质的净化，最后的排放可以达到欧盟
标准。”

垃圾自身携带以及发酵过程中会
产生污水，垃圾焚烧后多少会留下部
分残渣，这些废水废渣又何去何从？

“这是我们的污水处理系统，对于
垃圾渗滤液和厂区生活污水，我们分
别用两套处理方式，净化达标后用于
厂区的绿化、道路洒水，以及我们的机
器冷却，可以说是‘零排放’。”刘海滨
边走边介绍。

而垃圾焚烧后的固体残渣，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从焚烧系统中排出的
炉渣、炉灰，以及从烟气净化系统中排
出的飞灰。对于炉渣和炉灰，将运送
至厂外炉渣制砖车间，分离出金属回
收后，再压制成建筑用砖；飞灰则送至
飞灰固化车间，固化并检测合格后，运
往我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分区安全
填埋。

惠及全市生态文明

2012年，我市的招商引资工作迎
来了安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安

顺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由绿
色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市投资
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9.8亿元，仅从
事垃圾焚烧发电这一项核心业务，目
前一期的日处理量为700吨。

垃圾焚烧发电、烟气处理排放、污
水净化再利用、残渣综合利用，且全封
闭的处理过程没有异味释放，安顺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成为我市一个
垃圾高效处理的样本。

根据规划，2019年，安顺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将完成二期扩建工
作，届时垃圾日处理量可增加400吨，
达到1100吨。而三期扩建将达到的，
也是整个项目的总规划处理量，是
2100吨，相当于安顺全市每天的生活
垃圾总量。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市大部分
县（区）已建成或正在推进乡镇、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建设，且与绿色动
力签订了生活垃圾处理协议。如今每
天进入绿色动力厂区的垃圾转运车多
达百余辆，而这些车辆，除了来自我市
两城区，还有普定、镇宁、黄果树等地。

“垃圾焚烧发电，既是一项公共事
业，也是环保经济产业，未来我们要继
续努力的方向，就是把这项事业的覆
盖范围推及全市。”刘海滨说。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10月25
日，记者从普定县获悉，今年以来，普
定新引进兴东彩印包装、锦程铝业等
项目87个，实现新增到位资金151.86
亿元，完成市下达的任务数170亿元
的89.33%，完成省下达的任务数113
亿元的134.39%。

普定县在推动产业大招商的同
时，紧紧围绕“兴普定工业，创百亿园
区”“推进新型工业化，激发经济活
力”的目标要求，全力推进工业新型
化进程，拥有煤、铁、铅、大理石、硅
石、石灰石等10余种矿产资源和I类
开发价值的风能资源，其中煤矿储量
53.28亿吨，铁矿储量50万吨，铅锌矿
储量33.4万吨，大理石储量2亿吨。
境内建成120万千瓦安顺发电厂、20

万千瓦普屯坝风力发电站，规模以上
企业37家。工业产业构成中，建材制
造业占工业比重29.1%；煤炭产业占
工业比重24.3%；电力产业占工业比
重19%；药品、食品加工业占工业比
重7%。

今年来，普定县全面贯彻落实
“产业大招商突破年”行动部署，坚
决打赢招商营商“两大行动”攻坚
战，狠抓招商力量大整合，着力于大
规模引进来、大力度走出去。同时，
狠抓政策服务上门，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提升投资服务和保障
外来投资的工作水平，提高行政审
批服务效能，实行并联审批，营造亲
商、安商、富商的社会氛围，培育营
商环境新优势。

普定招商引资项目87个
新增到位资金150余亿元

本报讯（记者 陈国平） 10月26
日，安顺市迎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工作部署暨业务培训会召
开。副市长彭贤伦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具体行动，是推动全省生态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契机，各
级各部门要借此次“回头看”进一步
查找差距、改进工作，对督察中发现
的问题以及督察组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认真反思，举一反三，对症下药，
切实做到边整改、边提高，着力解决
长期以来想解决却没解决的突出生
态问题。

会议强调，要以问题为导向，认
真排查清理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情况，掌握整改实际情况，真正做到
心中有数；对于还未达到整改时限的
问题，特别是要求2018年内完成的
整改事项，要逐项检查是否达到序时
进度，倒排工期，加大力度推进整改，
确保按时限完成整改。各地各部门
思想上要更加重视，行动上更加迅
速，确保做到组织保障到位、责任落
实到位、后勤保障到位、资料准备到
位、立行立改到位、宣传报道到位、信
访维稳到位和追责问责到位；要确保

“回头看”期间，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问
题高标准高质量消耗，确保不发生在
全国、全省有影响的环保事件，确保
不发生被作为典型通报或挂牌整改
的环保问题，确保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工作在我市圆满完成。

安顺市迎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工作部署暨业务培训会召开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陈婷婷） 10
月24日至26日，2018年全国生态护
林员选聘与管理示范培训班在安举
办，各省份生态护林员就护林情况进
行了交流与研讨。

据悉，此次培训的内容包括生态
护林员信息管理系统使用；护林员巡
护系统和生态扶贫政策介绍；解读
《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

“生态护林员工作在实现精准扶
贫的同时，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和保
障森林安全。”江西省林业工作总站
副站长翟光木说，这次生态护林员选
聘与管理示范培训班在安顺举办，为

今后加强生态护林员的管理、实现更
有效的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

培训会还对贵州省和安顺市生
态护林员工作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据悉，我省大力推进生态护林员的选
聘与管理工作，目前从全省66个贫困
县精准选聘了2.05万名省级生态护
林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队伍建成规模已经达到6万人。此
外，上级共下达我市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生态护林员指标3786名，每位生态
护林员的管护补助是每年10000元，
其中除了570名正在选聘外，剩下的
3216名生态护林员已顺利脱贫。

全国生态护林员选聘与
管理示范培训班在安举办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陈婷婷） 10
月26日，全省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紧急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市长熊元在安
顺分会场参会。会议结束后，我市立
即组织召开全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紧急电视电话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
全省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紧急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

熊元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增加责任感和紧迫感；要
压实防控责任，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要统筹做好保供应和舆论引导，避
免引起恐慌。各级政府要严格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畜牧部门要落实牵头组
织疫病防控责任、其他成员单位要按
照各自职责落实相关防控责任。

我市迅速贯彻全省非洲猪瘟
防控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我市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
笔试举行

本报讯（李奇美） 10月27日上午，我
市2018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
顺利举行。

据悉，此次共有西秀区、平坝区、关岭
自治县、开发区及部分市直事业单位参
加，全市共招聘医疗卫生、公安等系统相
关工作人员187名，共 12046名考生报
考。其中，部分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35名，报考考生共5545名。市区
考点分别设在安顺学院、安顺电大、市第
一高级中学、市第二高级中学。

据了解，本次公开招聘考试由安顺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考生
笔试成绩将于安顺市人民政府网公布。

本报讯（本报记者） 10 月 25
日，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
华年度盛典在青岛大剧院落下帷
幕。我市推荐作品《安顺故事2》荣
获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华

“最佳微电影奖”，导演蔡兵获最佳
微电影导演奖，演员朱玲亿获最佳
微电影演员奖。

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
华活动是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
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动画电影工作
委员会、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等单
位主办的全国性大型传统文化影视
活动。该活动的举办旨在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青少年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
践教育，鼓励青少年接受文化熏陶、
汲取成长智慧、指导实践养成，进一

步弘扬自强不息、见义勇为、孝老爱
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年度盛典结束
后，组委会将通过ＣＣＴＶ中学生
频道、中国微电影频道、中国教育电
视台、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以及腾
讯、搜狐、爱奇艺、优酷等视听平台
对优秀影视作品予以展播。

《安顺故事2》是由中共安顺市
委宣传部出品、青岛正月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制作的微电影，是在改革
开放40周年重要时间节点创作拍
摄的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影片。影片通过讲述一位布依族
女孩忙于追求理想，忽略了亲情和
感情，最终因为一场梦，让她突然醒
悟，毅然回到家乡安顺，找回亲情、
友情和爱情的故事。影片聚集正能
量，展现了乐观向上的精气神和满

满的获得感，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精髓。

评选活动从5月份开始启动，全
国共设立了北京、河北、内蒙、辽宁、
山西、河南、青岛七个赛区，组委会
共征集到 860 部影视作品进行参
评，经过专家最终评审，评选出最佳
微电影20部、最佳微电影导演10
名、最佳微电影演员5名。我市推荐
作品《安顺故事2》获得最佳微电影
奖、最佳微电影导演奖、最佳微电影
演员奖三个最佳奖项，充分展示了
安顺文化实力，增强了文化自觉、文
化自信，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干事
创业的信心和决心，为建设多彩贵
州·富美安顺提供了强劲的文化支
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宣传安顺、
展示安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接1版）
李汉宇指出，不久前习近平总

书记在写给全国“万企帮万村”行
动中受表彰的100名企业家的回
信中，对民营企业的历史贡献和地
位、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作了铿将有力的表述，给予
民营经济发展极大的信心和决

心。因此，民营企业家们要坚定理
想信念，从企业转型、制度管理等
各方进行升级，更好地迎接新的挑
战和发展机遇。

研讨会上还举行了中华工商时
报《时代有温度》一书首发揭幕仪
式，并为获得功勋人物、功勋商会、
功勋新锐的个人和单位颁证授奖。

民营经济再出发研讨会
在安举办

新华社贵阳10月28日电“腰经
常胀痛，弯不得，特意过来瞧瞧医生。”
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永宁镇卫
生院，71岁的陈明良老人听说有市里
的医生来义诊，专门在女儿的陪同下
过来看病。

这是安顺市人民医院开展的常
态化“流动医院”医疗义诊服务活动，
为农村群众做常规检查、进行健康宣
教、发放免费药品、开展专科疾病筛

查等。
针对“县级以下医院‘吃不饱’，市

级医院人满为患”的问题，近年来，安
顺市人民医院探索将市、县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通过对下级医院进行托管，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让更多群众
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资源。

安顺市人民医院院长张云东介
绍，通过对关岭自治县人民医院进行
托管，先后派出内科、普外科、骨科等

十多个临床医技专业人员进驻。目
前，常驻人员39名，派驻专家门诊人员
28名。“通过派驻人员的传、帮、带，关
岭自治县人民医院在医院管理水平和
业务技术方面均得到大幅提升，力争
三四年内达到三级综合医院水平。”张
云东说。

安顺市人民医院还将“请进来”与
“送出去”相结合，在派出医护人员至
下级医院工作的同时，加强对下级医

院医护人员的培训力度。自2018年2
月以来，已培训市内各县区乡村医生
1800人次。

近日，关岭自治县人民医院也将
派出2名骨干医生、1名骨干护士“下
沉”到永宁镇卫生院，担任卫生院的常
务副院长和护士长。永宁镇卫生院院
长李勇说，医疗资源下沉将显著提升
基层卫生院服务水平，让农村群众看
病不再难。

贵州安顺：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

一座把垃圾“吃干榨净”的神奇工厂
□实习记者 甘良莹

中华传统文化青少年影视嘉年华年度盛典落下帷幕

安顺作品《安顺故事2》荣获“最佳微电影奖”

西秀区50万头生猪生态循环养殖
项目，是区委、区政府为加快推进畜牧
产业发展，优化畜牧业生产结构，助推
脱贫攻坚工作而实施的扶贫项目。该
项目实施两年以来，已成为引领农民
增收致富的新动力。

“猪仔、饲料、技术全部都是温氏
集团来负责，我们只需要养好猪。”近
日，在杨武乡平田村的温氏生猪养殖
小区里，61岁的段应伦和40岁的贫困
户王成正在认真的打扫猪舍。村民段
应伦口中的“温氏”集团，是我国著名
的现代大型畜牧企业。

2016年12月，西秀区政府引进广
东温氏集团成立安顺温氏畜牧有限公
司，在全区12个乡镇区域地块内设置
100个生猪养殖点，采取“公司+（养殖
小区）家庭农场”的生态循环养殖模
式，按照“建设标准化、养殖规模化、管
理科学化、产品品牌化、销售统一化”
的发展思路，推动全区生猪养殖产业
化发展，助力产业扶贫。

自从平田村建起温氏生猪养殖小
区之后，还在为如何脱贫而一筹莫展
的贫困户王成就来到养殖小区参与养
猪。不仅学会了养殖技术，每个月还
能够得到一份满意的工资收入，年终
还能够得到产业分红。

产业扶贫好不好，贫困户说了
算。“我在外面打工几年，也没有赚到
多少钱，现在我到村里来养猪，一个月
能有3000多元的工资。既能照顾到家
里面，又能照顾小孩，比在外面好多
了。”王成心中对生猪养殖产业扶贫工
作有杆秤。

据杨武乡温氏养猪项目负责人廖
忠政介绍，目前平田村温氏生猪养殖
小区年出栏量4920头，除去各项费用，
纯收入不会低于 50万元，按照利润
10%分给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可以确
保25户贫困户每户保底分红不低于
2000元。

和杨武乡平田村的温氏生猪养殖
小区一样，占地十亩，总投资250万元

的蔡官镇对长沙村温氏家庭农场里，
1010头生猪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
栏，该项目负责人娄翱对生猪的销路
很是自信：“这批猪根本不愁卖。”

“养这么多猪我们不愁卖不出去，
温氏集团给我们提供技术保障，又给我
们提供保底收购，不管行情如何，我们
只要养好猪，就能卖得出去。”娄翱说。

记者了解到，针对农户缺投资、缺
技术、怕担市场风险的实际，温氏公司
为西秀区养殖户量身制定了“411”合
作经营模式，让广大养殖户吃下定心
丸，打消养殖顾虑。

安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建林解释称：“‘411’模式，就是我们公
司提供猪苗、药物、饲料和技术服务四
项保障，一个保价回收 ，一定确保农
户的合理毛利水平。”

正是因为“411”核心经营模式为
广大农户解决了资金、技术和市场风
险的老大难问题，大西桥镇同心村的
养殖户潘富英才在去年大胆建起了猪

舍，养起了500头猪。
“正是因为温氏集团提供了设备、

技术、猪苗，还保底回收，我们才有那
么大的胆子饲养，要不然我们也没有
那么多钱投入。”潘富英说。经过半年
多的精心饲养，潘富英的第一批猪顺
利出栏，小赚了14万元，还学到了先进
的养殖技术，这也让她成了远近闻名
的致富能手。

目前，西秀区50万头生猪生态循
环养殖项目建设已经在全区12个乡镇
100个项目点全面铺开，完成项目投资
1亿元。已经使用扶贫产业基金投资
3678.05万元。全区项目在养生猪共
25000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已经有
425名当地农户参与项目建设享受项
目收益。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到2023年养
殖户达到五百户，生猪养殖规模达到
50万头，最终实现2000个就业岗位和
10个亿的产值，家庭农场的收入达到
8000万元以上。”何建林对记者说。

西秀区：50万头生猪养殖成为农民增收致富新动力
□赵彬 本报记者 吴学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