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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近日，綦江区永新
镇永新村二组村民母
世容将 26 公斤废弃棚
膜和 11 公斤废弃地膜

拿到永新镇供销社废弃
农膜回收点销售。今年秋
收期间，母世容先后 4 次

将废弃农膜交到回收点，共
卖 得 1192 元 。 这 些 被 回 收

的农膜将被送往綦江区合民鑫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加工车间，被加
工成再生塑料颗粒实现回收利
用。

农膜，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生
产资料。上世纪70年代，地膜覆盖
技术从日本引进我国，为我国农业带
来了一场“白色革命”，极大地提高了
部分农作物的产量和效益。然而，随
着地膜覆盖技术的迅速普及，一些使
用后的地膜未及时回收，成为田间的
白色污染，对农业生产构成了潜在威
胁。

近年来，重庆将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工作纳入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
重要内容大力推进，通过严格制定标
准，建立完善的回收体系来解决田间

白色污染，让废弃农膜得以通过回收
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残留农膜成为田间白色污染

农膜包括农用地膜和棚膜等，因
其具有保温、保墒、增肥、除草等作
用，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随着
现代农业的发展，农膜在我市使用范
围更广，2018年，我市农膜使用量约
为1.2万吨。

“以番茄为例，一亩番茄要用10
公斤左右农用地膜，可因此增产30%
以上。”璧山区福禄镇龙宝村蔬菜种
植大户杨秀中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地
膜覆盖是番茄栽培过程中一项极为
重要的措施，在春番茄栽培时使用地
膜，可以保持土壤温度、减少土壤蒸
发。对于缺水的渝西地区来说，地膜
技术的使用尤为重要。

那么，使用后的废弃农膜怎么处
理？在我市建立废弃农膜回收体系
前，废弃农膜只能由农户自行焚烧处
理，在农村，每年都有不少农膜残留
在田间。

据了解，农用塑料薄膜多为聚乙
烯轻类化合物，属于高分子化合物，
自然条件下需200年以上才能降解，
大量的地膜碎片残留在土壤中，会导
致土壤结构层次发生变化，使土壤水
分养分运输受阻，造成土壤板结、出
苗率低；残膜碎片可能与农作物秸秆
和饲料混在一起，牛、羊等家畜误食
后可造成肠胃功能不良甚至死亡；漫
天飞舞的残膜也影响环境景观，造成
视觉污染。

市供销社综合经济发展处处长
皮晋介绍，市场上的地膜是按重量销
售的，在同等覆盖面积下，地膜越薄，
亩均使用成本就越低。生产企业为迎
合农户降低生产成本的要求，便大量
生产厚度≤0.008mm的超薄型地膜，
所以这种地膜是过去市场上销售的主
打产品。但这样的超薄地膜易碎，人
工捡拾清理的难度非常大，同时目前
市场上的机械难以满足残膜回收的需

求，这就导致农膜残留越来越多，成为
田间的白色污染，如不加快治理和防
范，农田生态将进一步恶化。

在农村建废弃农膜回收网点

就解决废弃农膜带来的污染这一
难题，我市农业部门一直在积极推进
相关工作。2018年，重庆将废弃农膜
回收工作交由市供销总社牵头实施。

今年5月，市政府办公厅又印发
了《重庆市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管理办
法》，明确了废弃农膜包括的范围，即
废弃农用地膜（含烟草种植用膜）和
农用棚膜，以及种子、肥料、饲料塑料
包装袋，聚乙烯育秧盆、营养杯、聚乙
烯滴灌管和水带等。同时，还细化了
市级牵头、配合部门和区县、乡镇、村
组职能职责，要求加强回收利用网络
体系建设、资金支持与回收、加工企
业日常管理等，促进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制度化、规范化。

“我们成立了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领导小组，分解细化了2018—2020
年年度目标任务。”皮晋介绍，按照

“村、乡镇（街道）回收转运——区县
集中分拣贮运——区域性加工”模式
要求，依托我市供销系统网点优势，
全市目前已建立乡镇（街道）回收网
点 820个，覆盖了 80%的涉农乡镇
（街道），16个贮运中心、15家企业承
担了全市废弃农膜利用加工任务，回
收利用网络体系已初步形成。

“庄稼生长靠扎根，废膜影响根
不深……”10月30日，綦江区永新镇
供销社农膜回收点门口的宣传栏前，
不少农民正在读废弃农膜回收宣传
语。秋收已过，农膜回收点内满满当
当地堆满了废弃的棚膜和地膜。

“过去，农民普遍不知道废弃农
膜的危害。”永新镇供销社相关负责
人说，在建立专门的废弃农膜回收点
后，綦江区发放了废弃农膜回收倡议
书，编制了废弃农膜回收顺口溜，对
废弃农膜的危害进行了广泛宣传。
如今，已有不少农民主动拿着废弃农

膜来回收网点销售，仅今年，该网点
便已回收废弃农膜7.84吨。

白色垃圾也可变废为宝

回收后的废弃农膜，其实是一种
可再生资源，通过加工后可实现变废
为宝。

在位于綦江区的合民鑫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仓库里堆满
了回收的废旧农膜。记者在现场看
到，废旧农膜被粉碎、清洗后，通过热
融、挤出，就变成了再生塑料颗粒。
这些再生塑料颗粒呈黑色，大小如米
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塑料颗
粒全部就近卖给綦江区工业园区的
企业，用来加工塑料板凳、警示筒等
塑料制品，从而实现变废为宝。据了
解，这个生产车间今年9月投入运营，
设计产能为每天10吨，完全能够“消
化”该区回收的废旧农膜。

梁平区是我市产粮大区，也是农
膜使用大区，废弃农膜回收任务量占
全市总量的12%。为了提高废弃农
膜的利用率，梁平区供销社与梁平欣
发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签订回收、
加工协议，形成了回收—加工半成品
—成品—销售—再次回收的完整产
业链，确保了废弃农膜循环利用。

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已回收
废弃农膜8782吨，完成全年任务的
110%。其中，交售加工企业 7124
吨，也就是说，今年我市已有7124吨
废弃农膜得到重新利用。

据了解，到2020年，我市废弃农
膜回收将覆盖所有涉农乡镇，新建回
收网点210个、贮运中心22个，实现
每个赶集场镇至少设有1个回收点
（站），每个区县（除渝中区）至少建成
1个贮运中心的目标。届时，我市废
弃农膜回收利用率将达到80%以上。

推广可降解地膜减少白色污染

除了回收再利用，一种新型地
膜正在我市 14个区县进行试点示

范，为彻底解决农田白色污染提供
新路径。

这种地膜就是生物可降解地膜。
传统地膜原料为聚乙烯轻类化

合物，难以在自然条件下降解，只
能通过回收来防止其残留。而新
型的生物可降解地膜，其原料为木
薯和玉米淀粉，通过发酵形成乳
酸，到聚乳酸，再到最终吹膜成型，
在田间土壤特定的环境下，可通过
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咬食进行降解，
最终形成二氧化碳和水回归于土
壤，无需回收。

记者在位于綦江区篆塘镇朱滩
村的綦江区可降解地膜试验基地看
到，这里使用的地膜外观上与普通地
膜并无差异，但手感上却没有塑料制
品的抗拉伸感，而是具有纸张的脆
性。

据了解，这个基地是一个桃树果
园，面积约150亩，覆膜的目的是为
了有效除草。在今年7月铺设的地膜
试验区，黑色的地膜已经开始破裂，
工作人员称这正是地膜在微生物的
作用下发生的降解反应，整个地膜将
在50—250天的周期内全部降解完
毕。这种全生物降解地膜的成本为
每亩地120元，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的普通地膜每亩价格要高出约 30
元。

在铜梁区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
的成王果业苗木基地，也使用了可降
解地膜。成王果业负责人陈贵虎说，
这种新型地膜叫做“生态地布”，用于
果树育苗效果良好，尽管价格比普通
地膜高出30%左右，却节省了捡拾地
膜的人工成本，因此不会额外增加负
担。

皮晋介绍，结合重庆市“无废城
市”试点建设要求，今年我市在沙坪
坝、渝北、綦江、江津、梁平等14个区
县开展了加厚和可降解地膜推广示
范，明年全市将继续安排15个区县
开展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用三年时
间实现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覆盖全
市所有涉农区县。

“白色革命”带来“白色污染”

废弃农膜如何变废为宝？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农膜的应用为节约用水、提高农
作物产量带来了革命性突破，但大量
未得到及时回收的废旧地膜不仅污
染环境，也对耕地质量构成潜在危
害。重庆日报记者近日在我市多个
区县走访时发现，尽管我市已建立起
完善的废弃农膜回收体系，但要根治
农膜污染，仍需破解三大难题。

不达标地膜充斥市场

随着农膜残留问题越发严重，
2018年5月，在多部门的联合推动下，
我国正式实施地膜新国标，该标准提
高了地膜厚度、力学性能及耐候性能，

其中厚度要求不得低于0.010毫米。
这是目前塑料行业的唯一强制标准，
为地膜回收提供了源头保障。

但重庆日报记者在多个区县农
资店面采访时发现，目前市面上销售
的地膜仍然以0.005mm—0.008mm
超薄地膜为主，农民在购买时也多喜
欢选购这些超薄地膜。一些农资店
面虽然也出售符合国家标准的加厚
农膜，却因价格原因基本无人问津。
而超薄地膜不到捡拾期就会烂在田
间地头，根本无法回收。

业内专家认为，要实现废旧农膜
回收，生产、流通领域监管部门必须积

极参与地膜整治工作，依法查处打击
违法生产销售不达标地膜的行为，从
源头上杜绝不达标地膜进入市场。

辛苦捡一天只能卖几块钱

废弃农膜回收难，主要原因在于
农民对农膜残留土壤的危害认识不
足，长期以来养成了随意丢弃废弃农
膜的习惯。

在山高坡陡的重庆，废弃农膜回
收全靠农户手工捡拾。由于超薄地
膜回收再生利用价值低，且老化快、
易破碎，人工捡拾十分困难，无法清

理的残膜与根茬、泥土混杂在一起造
成污染。农民辛苦捡拾一天，最多能
捡十多斤，只能卖几块钱，因此农民
积极性不高。

业内专家建议：各区县应通过电
视、广播、公众号、网络等传播媒体，
通过编制顺口溜、儿歌等方式，大力
宣传残留地膜对土壤的危害，做到家
喻户晓。同时，区县农膜回收网点还
应利用赶集日等节点，主动上门到田
间地头，方便农民就地回收。

生物可降解农膜成本高，推
广难度大

与传统聚乙烯地膜相比，生物降解
地膜不但同样起到保温、保墒、增产效
果，还可在特定地区、特定气候条件下，
根据特定作物的生长需要设计控制降
解速度。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
生物降解膜的价格过于昂贵，在农民环
保意识尚在萌芽阶段的今天，若没有政
府补贴和政策支持，农民肯定不愿意购
买，从而制约了生物降解地膜替代常规

普膜成为地膜主流，制约了其在农业生
产上的全面普及应用。

目前，重庆生物降解地膜仅在14
个区县试点，共涉及约3000亩农作
物，还没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原料企
业研发及推广投入大，也是生物降解
地膜生产成本高于传统农膜的原因
之一。此外，正是因为可降解，对企
业来说就必须以销定产，因为如果当
年销售不出去，第二年就无法使用
了，对企业而言又是一重压力。

对此，业内专家建议，使用可降解
地膜是大势所趋，既要加大开发力度，
也要加快改进残膜回收技术。由于不
同作物对可降解的时间要求也不一
样，企业和科研单位应加强加工技术
研发，通过提高共混改性等手段，进一
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物降解地膜的物
理性能，同时研究在地膜使用集中地
建立工厂的可行性，以此来降低成本。

根治农膜污染尚需破解三大难题

农用地膜的应用为节
约用水、提高农作物产量带
来了革命性突破。但大量
的废旧农膜不及时回收，不
仅污染环境，也对耕地质量
构成潜在危害。我市废旧

农膜回收利用情况如
何？又有哪些难题亟
待破解？

核心提示

图为綦江区永新镇废弃农膜回收点。
记者 龙丹梅 摄

位于綦江区的重庆市合民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对
废弃农膜进行加工再利用。 记者 龙丹梅 摄

图为位于綦江区篆塘镇的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基地。 记者 龙丹梅 摄在我市，农用地膜已成为农村重要的生产资料。图为巫山县双龙镇，村民
在土豆和脆李套种的田地里劳作。 记者 齐岚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