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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会导
致耕地污染和农产品安全问题。有没
有什么办法予以解决？重庆一企业正
尝试利用中医方法“治疗”这一“顽
疾”。

2月18日，重庆中瀚中医农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瀚集团）宣
称：长江国际资本管理（武汉）有限公
司（下称长江国际资本）将向该公司投
资入股1亿元，助力其在国内外推广
中医农业，让农作物喝“中药肥料”，摆
脱对化肥和化学农药的依赖。

“中药肥料”引来战略合作伙伴

多年来，由于过量使用化肥和化
学农药，我国大量耕地受到污染，土壤
质量下降，自净能力减弱。这严重影
响了农产品的品质，给百姓餐桌安全
带来了威胁。

同时，由于常年使用化肥和化学
农药，农作物病虫害产生了农药抗性，
致使化肥和化学农药越用越多，形成
了恶性循环。

“能不能用中医来解决这样的问
题呢？”多年前，出身中医世家的中瀚
集团董事长贺乙峰萌发了一个“让农
作物喝中药”的奇特想法。

此后，经过20年左右的不断钻研
和实践，中瀚集团陆续研发出可替代
化肥和化学农药的“乙峰99植宝”系
列产品——业界称为“中药肥料”。今
年1月下旬，中瀚集团4条年产量达
5000吨的“中药肥料”产品灌装生产
线在重庆经开区投产运行。

该系列产品包括从中草药配伍中

提取的植物营养液、植物营养调节剂
及土壤改良剂等，目前已取得6项国
家发明专利。

2018年 12月 8日，国际中医农
业联盟首席科学家章力建在第四届
全国有机农业产业联盟会员暨有机
生态农业创新融合大会上透露：中瀚
集团的“中药肥料”已得到国际中医
农业联盟科学家和专家的认可，联盟
将推动该产品对外对接南南合作项
目和北美农业项目，对内对接广东有
机产业协会。

会后，长江国际资本高层找到中
瀚集团副董事长贺广健，表示愿与中
瀚集团合作推广中医农业。4天后，
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医农业成本低产量高

所谓中医农业，就是将中医原理
和方法应用于农业领域，实现现代农
业与传统中医的跨界融合、优势互补、
集成创新。

“从实践来看，中医可以在‘两药、
两料’（农药、兽药、肥料和饲料）四个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贺广健介绍，利
用中医原理和方法研制出促进动植物
生长、防治动植物疫病的营养物质或
药剂配方，可以有效降低药物残留和
农业生产成本，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农
产品食用安全。

近年来，重庆、四川等地部分种植
基地尝试使用中瀚集团研发的“中药
肥料”取代化肥和化学农药。结果，经

中国农业科学院旗下检测机构等专业
机构采样化验，各试用基地的试用农
作物全部不含农药残留，达到我国绿
色食品和欧盟食品标准。

同时，在种植成本和产量方面，中
医农业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比也有
优势。

中瀚集团根据试验种植结果对比
测算，1吨植物营养液大约可供1700
亩土地使用。而在传统生产方式下，
需用80吨左右的化肥和化学农药。

具体而言，使用“中药肥料”种植
农作物，比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的综
合成本低10%以上，同时，产量还可增
加10%-500%——因农作物不同，成
本降幅和产量增幅均有所不同。其
中，蔬菜、水稻的成本降幅和产量增幅
相对较低，部分水果则相对较高。

璧山区军玮葡萄合作社就是一个
明显例子。过去，该合作社使用化学
农药和化肥种植巨峰葡萄，平均每亩
的种植成本需要800元以上、收入仅
为3000-5000元；去年，其使用“中药
肥料”，平均每亩的种植成本降到600
元左右，产量增长了约5倍，收入逾
1.7万元。

在全国选取50个示范基地

近年来，出于保护耕地、环境和百
姓餐桌安全的需要，各地都在探索发
展生态农业。普遍的做法是使用人类
和畜禽等的粪便用作农田肥料。

然而，如果人类和畜禽吃进去的

食物受到了污染，那么用这种肥料种
植出来的农作物不一定能达到绿色食
品或有机食品标准。尤其是规模化养
殖场的畜禽粪便含有大量抗生素与重
金属，传导下来，农作物仍然会造成重
金属等指标超标。

“因此，我们尝试中医来把脉治
疗。”贺广健介绍，作为重庆率先尝试
中医农业的企业之一，中瀚集团致力
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探索并努力走
出一条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新路径。

引入长江国际资本作为战略合作
伙伴，则是该公司实现这一目标的重
要一步。

按照双方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
长江国际资本将引入健康中国公益基
金，并在全国50个区县建立“健康中
国工程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项目由中国初级卫生保
健基金会主导推出，入选的区县，将至
少有100亩的示范基地可免费获得中
瀚集团研发的“中药肥料”及技术指
导。

贺广健透露，这50个区县将从重
庆、福建、海南、广东、浙江和河南等多
个省份中产生。其中，重庆已初步确
定了巫山、万州、长寿、云阳和忠县等
20个区县。

“最快今年3月份，示范基地项目
将正式启动。”贺广健说，此后，长江国
际资本和中瀚集团还将借力示范效
应，联手将中医农业向全国推广。并
且，还打算抢抓“一带一路建设”“南南
合作”等机遇，让中医农业走出国门。

探路中医农业 摆脱对化肥农药依赖

渝企让庄稼吃上“中药肥料”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在南川，“80项目”几乎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

“80项目”的全称是80万吨氧化
铝项目，动工于10多年前，投资巨大，
曾被南川视为“天字第一号”工程。但
受各种因素影响，“80项目”自建成后
就未完全达产，从2014年7月开始处
于完全停产状态。

然而，这个春节，停产近5年的
“80项目”厂区却恢复了勃勃生机，车
间里人声鼎沸，锅炉里燃起了熊熊烈
火，总控室显示屏上重新跳动着数字。

一切迹象表明，“80项目”复产
了！

经营易主

“80项目”的复产，与经营方的易
主有着直接关系。

资料显示，“80项目”原本的“主
人”是中国铝业重庆分公司，其建设的
80万吨氧化铝项目是国内第一条综
合处理低品位含硫铝土矿的氧化铝生
产线。该项目于2006年 4月开工，
2010年10月建成试生产，但由于市
场行情持续下滑、原料燃料供应不稳
定等因素，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一
直断断续续小规模投产，并于2014年
7月全线停产。

2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位
于南川区水江镇的“80项目”厂区发
现，如今的经营者换成了博赛矿业集
团下属企业——南川区水江氧化铝有
限公司。

“博赛因有海外低铁低硫铝土矿
的优势，故全盘接手了该项目的厂房
和设备，进行实际性经营。”南川区水
江氧化铝有限公司厂长焦凤将说，自
去年6月13日双方签订正式租赁协
议以来，从准备原材料到技改，从招工
到培训，他们一直在为复产做准备。

“因为项目停产了4年多，原有的
设备、管网、仪表、系统等大量设施设
备无法正常使用，因此我们投资了2.5
亿元，对厂区内外进行了全方位检查
修复，恢复厂内生机，并逐步实现各条
生产线上的试车运行工作。”焦凤将介
绍。

与此同时，该项目还增加了环保
和安全设备。赤泥和碱水是氧化铝生
产后的废弃物，每生产一吨氧化铝大
约就要产生一吨赤泥，因此赤泥堆放
的环保要求较高。在过去，“80项目”

采取的是湿法堆放，将赤泥和碱水混
合堆放，存在一定的渗漏风险。水江
氧化铝公司接手后，投资4500万元新
建了一个压滤站，通过7台压滤机将
赤泥挤压变干，碱水抽回循环使用，采
用干法堆放，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渗漏
风险。

各种前期工作陆续完成后，“80
项目”的复产已是箭在弦上。

一场博弈

从停产到复产，近5年的时间，这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各方谈判、斡
旋了一次又一次，终于获得了满意的
结果。

南川工业园区水江组团办事处主
任罗健是数次谈判的亲历者。当日，
他有些感慨地表示：“80项目”停产的
原因是多方面。比如说，项目动工时，
每吨氧化铝的价格高达5000元，因此
各方信心十足，但到了5年后项目建
成时，氧化铝的价格急转直下，每吨只
能卖2000元，生产与销售长期倒挂，
怎么投产？

又如，80万吨氧化铝项目每天需
要50万立方米天然气，但这个要素保
障一直没有跟上，“就像天然气灶一
样，明明两个灶可以一边炖汤一边炒
菜，但因为供应跟不上只能开一边，当
然达不了产。”

而且，“80项目”投产时正是国际
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各方面的

经济环境不太好，也对该项目形成了
制约。

在罗健看来，复产是天时地利人
和的综合结果，“国际环境方面，经济
危机过去了；要素保障方面，南川开采
出了页岩气；市场环境方面，一些小的
氧化铝厂关停后，价格回升到了3000
元左右，这些都为复产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但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80
项目”停产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多次专题研究推动复产工作。南川区
则成立了5人谈判小组，负责复产的
谈判工作。

谈判工作漫长而艰辛。2015和
2016年，两轮谈判未果。2017年8月
10日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第三轮
谈判重启，至去年1月底敲定租赁复
产方案。

去年6月13日，双方签订正式租
赁协议，租期15年。

今年1月9日，“80项目”启动全
线联动试车。

1月28日，项目开始投料，复产大
功告成。

三方共赢

罗健表示，“80项目”的复产是一
次三赢之举：于中铝重庆分公司而言，
项目停产后，厂房和设备的折旧费以
及留守人员的工资，每年便高达3亿
元，如今盘活了资产，每年能获得近2

亿元的租金收入；于博赛矿业集团而
言，新建一个80万吨氧化铝厂的费用
高达数十亿元，而通过租赁经营这种
方式，既节省了资金又缩短了建设工
期，壮大了自身的规模；于南川区而
言，增加了一个年产值约24亿元的重
点工业项目，各项税收合计约1.8亿
元，直接、间接带动就业2000余人。
更重要的是，该项目的复产让南川拥
有了第二个80万吨氧化铝项目，实现
了重庆地区电解铝原材料100%就地
采购，对该区打造重庆铝工业基地具
有重要意义。

“80项目”的复产，也是市里以真
金白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

“在技改、税收奖励、要素保障等
方面，市委市政府都对我们给予了大
力支持。”焦凤将说，技改方面有市级
专项资金补助，要素方面企业的水电
气都得到了充足的保障，“尤其是在贷
款方面，市里帮我们协调了5亿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并提供相应担保，相关
部门对贷款进行1%的贴息，帮我们平
稳度过了生产工艺和环保升级的资金
难关。”

各方的支持，让焦凤将兴奋不已，
这个春节他没有休息一天，和厂里的
工人一起天天守着锅炉，盯着显示器
上的读数，干劲朝天。“绝不能辜负大
家的期望，复产只是第一步，要保证项
目的平稳运行，我们不得有半点松
懈。”

南川“80项目”停产多年今复产
本报记者 颜安

本报讯 （记者 王翔）蔬菜
也能实现“工厂化”式的批量生产
了——2月18日，在潼南“渝创
渝新 赋能潼南”创业创新大赛
上，2018年潼南引入的气雾型蔬
菜工厂获得了一等奖。这个气雾
型蔬菜工厂，使用了新型的气雾
栽培技术，在同面积土地条件下，
由于采用立体栽植的方式，蔬菜
产量可较传统土地种植提升约
40倍。

该气雾型蔬菜工厂于2018
年由重庆市潼南区星洋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引入潼南，是目前西南
地区第一家实用生产型气雾蔬菜
基地（非观光农业）。其使用的气
雾栽培技术是一种新型栽培方
法，关键就在于用特别配制的营
养液，代替天然土壤，为作物提供
水分、养分、氧气、温度，让作物顺
利完成整个生命过程。

在太安镇灌坝村现代农业区
生产大棚内，记者看到：一个个高
约2米的圆形、方形“泡沫板”培
养墙上，长满养心菜、奶油生菜、
皇帝菜等叶类菜，青绿诱人。这
些采用气雾栽培的蔬菜，彻底颠
覆了大家的传统认知——种菜不
用土，也不用栽培基质，在立体苗
床上悬空生长，既不占用多少土
地，产量还非常高。

“我们种植蔬菜时，其所需要
的氮磷钾以及10多种微量元素，
都可以通过气雾方式供给到蔬菜
的根部，使蔬菜达到最佳的生长
状态。”该蔬菜工厂负责人肖君介
绍，蔬菜培养墙上有气雾喷头，可
喷出蔬菜所需的气雾营养液，从
育苗、移栽到生长期，蔬菜所需营
养液都由电脑进行控制，什么时
候喷，喷多少由传感器的数据收
集来做出智能判断。由于是在干
净、整洁的温室大棚内种植蔬菜，
蔬菜质量安全更有保障。

同时，他们采用了立体培养
墙的种植方式，1600多平方米的
工厂放置了30多排苗床，利用气
雾栽培，扦插密度不仅比常规种
植多出4倍以上，成熟后单株重
量还高出5%。而且，由于环境
适宜，蔬菜作物生长更快，例如其
栽培的快菜，在传统的生产中，需
要60天左右成熟，现在则只需要
25天到30天就能上市，在同面
积土地条件下，蔬菜产量可较传
统土地种植提升约40倍。

目前，1600多平方米的气雾
蔬菜栽培工厂里，30多排苗床已
全部投用，蔬菜年产量可达110
吨左右，将直接配送给主城宾馆、
餐饮店，预计年产值可达160万
元以上。

潼南引入气雾蔬菜栽培技术

营养液怎么喷 电脑自行控制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2月
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第
九人民医院获悉，日前，该院胎
儿医学中心成功为两名患儿实
施了胸腔镜下先天性肺囊腺瘤
切除手术，这在重庆地区尚属首
例。

“手术难度很大，但非常顺
利。”市九院胎儿医学中心副主任
郑颖介绍，去年10月，该院收治
了一名来自贵州的3个月大患
儿。该初生婴儿被确诊为先天性
肺囊腺瘤，这是一种罕见的较严
重的肺组织异常，严重影响其生
存质量。“几年前，如果产检期间
发现该情况，多数情况是选择引
产，因为受诊断水平和技术限制，
患儿降生和产后治疗都存在较大
风险。”郑颖说。

经过相关专家会诊，去年12
月21日，市第九人民医院胎儿医

学中心为该患儿安排了手术，并
在我市首次尝试采用了小儿胸腔
镜微创技术，进行先天性肺囊腺
瘤摘除，不到1小时，手术就顺利
完成。此次手术的成功，打破了
重庆地区治疗该类疾病需开胸的
历史。

据悉，先天性肺囊腺瘤易引
起肺部反复感染进而影响肺功
能，手术治疗的黄金年龄一般在
初生后两个月到半岁。以前此类
病症多采用开胸手术，会给患儿
造成10厘米左右的手术创伤，且
会造成肋骨损伤。但此次，市九
院胎儿医学中心采用小儿胸腔镜
微创技术进行手术，创伤仅1.5
厘米。

日前，另一名来自渝北区的
3岁患儿也在市九院接受了该手
术治疗。目前，两名患儿均已治
愈出院。

重庆首例
小儿胸腔镜手术成功实施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2月18日，市住房城乡建委发布
消息称，2018年，我市共建设两
江新区金童小学、新南立交等
709个“智慧工地”项目，超额完
成去年全市建设600个“智慧工
地”的目标任务。今年，我市计划
打造“智慧工地”项目700个。

一个“智慧工地”，包括门禁
刷卡、扬尘监控、远程视频监控、
施工升降机智能识别、危大工程
（即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管理等智慧应用，这些
先进技术可让工地长出“眼睛”

“耳朵”“鼻子”，看得见违章、听得
见噪音、嗅得到隐患。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
2017年至2019年，重庆计划分
三阶段建设“智慧工地”，将信息
管理平台、智能技术、智能设备
广泛应用到全市建筑工程施工

现场中。
其中，2017年为我市“智慧

工地”建设第一阶段，全市范围内
打造至少 200 个“智慧工地”；
2018年为第二阶段，将主城区、
两江新区、经开区、高新区建筑面
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工
程和造价2000万元以上的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打造为“智慧工
地”；其他各区县也应至少打造
2个“智慧工地”。

2019年为第三阶段，要求全
市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房
屋建筑工程和造价2000万元以
上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全部打造
为“智慧工地”。

据悉，今年我市计划打造“智
慧工地”项目700个，这些“智慧
工地”建设中，符合条件的项目必
须推广运用BIM（即建筑信息模
型，俗称虚拟施工）技术。

重庆今年计划建设
700个“智慧工地”

● 多年前，出身中医世家的中瀚集团董事长贺乙峰萌发了一个“让农作物喝中药”的
奇特想法

● 所谓中医农业，就是将中医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农业领域，实现现代农业与传统中
医的跨界融合、优势互补、集成创新

● 按照双方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长江国际资本将引入健康中国公益基金，并在全
国50个区县建立“健康中国工程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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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投入生产的气雾蔬菜栽培工厂。 记者 王翔 摄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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