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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随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生活垃圾越来越多。由于垃圾处理不及时，

处理方法不当，致使不少村庄出现“垃圾

围村”现象，给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造

成了严重影响。

然而，在我县农村最近悄然兴起一种

新型超市，人们拿着可回收的垃圾，即可

在超市兑换商品。原来，这是我县在尝试

一种“村民收集分类、定点兑换物资、政

府补贴差价”的新型垃圾处理模式，旨在

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

化。

这种超市一出现，就立刻引起群众极

大的好奇，并纷纷拎着废旧物品前来兑换。

加大垃圾治理 镇村建起垃圾超市

7 月 8日，记者在凤州镇采访时，看到

一个挂着“垃圾兑换超市”的门店，门前

围着五六个村民，有的拎着塑料瓶、空玻璃

瓶，有的拿着废旧电池，还有的抱来一些废

纸、包装箱等“垃圾”。经过店员一番计算后，

并没有直接给大家兑现金，而是让大伙在货

架上取走洗衣粉、肥皂、食用盐等商品作为

结算。“这是今年新建成的一家垃圾兑换超

市。准确地说，应该是垃圾中的可回收物、

有害物兑换超市。现在，全县还有 5家这样

的‘超市’呢。”店员张麦平说。

为了创建国家生态县和开发乡村旅游，

近年来，我县广泛深入实施了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在主要镇村建设了沼气池、污水

处理、垃圾填埋场等环保设施，还组建了

村级专业环保队伍，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由于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村民环

保意识和知识欠缺，村民参与处理垃圾的

积极性并不高。废旧玻璃瓶、塑料袋、电池、

纸箱等垃圾，被村民随意丢弃，村镇周边

“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

“如今，农村垃圾呈现多样化、集中化、

露天化现象日益突出。但生活垃圾中有很

大一部分是可以变废为宝的，

如何发动村民参与其中，已成

为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县环

保分局局长郑红星说，从 2011

年底开始，我县在红花铺镇 5

个村试行“垃圾兑换超市”，并

制定了“垃圾超市服务公约”、

“垃圾超市商品兑换办法”等。

村民拿着酒瓶、废纸、塑料瓶、

废旧电池等，即可到村上定点

超市、商店，以高出市场价钱

兑换成生活用品。既让农民得

到了实惠，又美化了农村环境，

深受群众欢迎。

一年回收 300 吨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原来村上一年也见不到几个收废品

的，生活垃圾到处都是。如今，有了定点

兑换超市，可回收垃圾随时都能兑换商品。

一捆废塑料就能换一袋盐，几个玻璃瓶就

能换一块香皂，很实惠！”草凉驿村村民

王喜云如是说。

据了解，在垃圾兑换超市试点区的村

民，占垃圾总量 40% 的人畜粪便、秸秆

等垃圾，通过堆肥和沼气池进行分解；将

25% 的塑料、玻璃、废纸等可回收垃圾，

以及废旧电池、农药瓶等，通过垃圾兑换

超市进行回收；其他 30% 左右的碎砖瓦、

渣土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则采取深埋处

理。生活垃圾处理基本实现了无害化、减

量化和资源化。

垃圾兑换超市的建成，让红花铺镇群众

环保意识极大地增强，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农

村环境整治模范镇，国家级生态镇。“现在，

村民基本养成了自觉清理院内、门前垃圾的

良好生活习惯，甚至有些村民主动到河边、

路边捡拾垃圾。一年下来，全镇 5个垃圾兑

换超市，就回收生活垃圾 300 多吨。如今，

镇村环境干净整洁，再也不为垃圾问题发愁

了。”红花铺镇镇长白军林说。

今年初，凤州镇也尝试推行垃圾兑换

超市，4 月份镇上投资两万元，建起了第一

个垃圾兑换超市，采购了 50 多种日用品。

一开张，每天前来兑换的村民络绎不绝，

不到一周时间仓库就堆满了回收的各种“垃

圾”，镇村的卫生环境面貌大为改观。

垃圾兑换超市的试点和探索，已在全

县引发“蝴蝶效应”，不少乡镇也准备尝试

或推行。

仍处试点阶段 还需探索实践

垃圾兑换超市，虽然备受群众欢迎，

但“超市”的运行模式各有不同，还需进

一步完善。

红花铺镇 5 个试点村，是在原有超市

和商店里，实行附带兑换功能，高价兑换

回收，店主自行联系变卖，镇政府定额补

贴的运行模式。由于镇政府补贴资金少，

目前资金周转较为困难。

凤州镇垃圾兑换超市，则是镇政府今

年投资建设的专职兑换超市，聘请专人经

营，实行高价兑换回收，镇政府统一联系

变卖，自负盈亏的运行模式。目前来看，

运转顺利。

虽然运行模式不同，但各方尤其是群

众，对“垃圾兑换超市”则一致称好。

如何把好事办好且能长久运转下去

呢？县环保分局的李伟说，我县现在运行

的 6 所垃圾兑换超市，并不同于一般的垃

圾回收站。“超市”主要是兑换塑料袋（瓶）、

废玻璃及废电池等对环境污染较大的生活

垃圾为主，也回收一些报纸、纸箱等物品，

收购价都高于市场价。

为进一步支持和规范运行，局里已经

拿出具体方案，采取“村民收集分类、定

点兑换物资、政府补贴差价”的运行模式，

决定对新建的每个“垃圾超市”，给予 1 万

元建设补贴，每月 600 元左右的收购差价

补贴，对于收购的废旧电池，按照收购量，

每年给予最高不超过 4000 元的补贴。政府

将回收来的废塑料袋、玻璃制品等，统一

销售给大型回收企业；对废旧电池，则由

政府统一回收，集中处理。目前，该方案

已经报送到县上。

县长郑维国表示，这种“超市”运行

模式，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如何让它步

入良性循环轨道，政府不仅要把这件事情

纳入预算，财政保障，建立长效机制，更

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政府投入与市场机制相

结合的运行模式。目前，6所垃圾兑换超市，

仍处于试点阶段，要大面积推广还需要一

段时间的探索实践。

农民当“地主”：
家庭农场助力凤县农业现代化发展

作者 张泽曦

拎 着 垃 圾兑换商 品
—— 我县探索尝试农村垃圾处理新模式

秋夏成   闫愈博

我县由于地处西部山区，农业基础薄

弱，耕地条件差，生产成本高等自然因素

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绊脚石。如何为我

县找到一条发展农业的新道路，推动农业

产业化快速发展，是县委县政府一直关注

与致力解决的重点问题。家庭农场作为发

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与改革探

索，为我县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

增收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号文件”送启示   政府群众齐发力

今年的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而家庭农场这一创新性的项目正源于中央

1 号文件精神，为我县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

全新思路。在中央 1 号文件精神的指示下，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将我县农业发展环

境的实际情况与政策导向做了深入的研究

和有机的结合后，提出了大力发展家庭农

场的大胆决策。

作为省、市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县，我

县的家庭农场项目推广由县委县政府分管

领导牵头，在不断加快承包地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中小型

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县上还创新土地流转

机制，由政府搭建流转平台，组织拍卖“四

荒地”、流转承包地、承租土地林地，将闲

置土地租赁给农场主，对发展家庭农场流

转土地 100 亩以上的一年内减半补贴土地

流转费，500 亩以上的，流转费前三年由

政府全额补贴、后两年补贴一半，承包面

积越大，减免越多。家庭农场发展日光温

室大棚的每亩补贴 2 万元、新建一个 5 亩

以上大鲵繁育养殖场补助 5 万元、每改造

或发展一个千亩标准化花椒园补助 5 万元、

每改造或新发展一个 500 亩以上标准化无

公害苹果园补助 6 万元、中药材育苗面积

连片 5 亩以上的每亩补助 500 元、生猪养

殖新建圈舍 100 平方米以上的每平方米补 

50 元。去年，全县累计为现代农业产业发

放补贴近 3000 万元，解决了家庭农场发展

起步难题。这样一来，政府科学规划，政

策牵头，给予资金投入，从事农业生产活

动的群众积极性也完全被调动起来，形成

了政民合作，万众一心的良好形势，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节节攀升。

家庭农场好处多   全县发展农民乐

家庭农场项目的火热开展为我县广大

农民带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全县经济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老百姓都说：“这些

年全县变化最大的是农村，受益最大的是

农民！”

家庭农场项目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有

很大帮助。同时，民间资本和优秀人才进

入农业发展领域，使得发展现代化农业产

业有更多的资金和人才支持，也有利于休

闲农业发展。由单一的“农家乐”转变为

观光农场，休闲农庄等大规模的旅游项目，

成为我县家庭农场发展的又一重要模式。

双石铺村村民王佰成以购买荒山，流

转土地的形势，从双石铺镇陈家湾村获得

土地 3800 亩开发农场，经过 10 多年的发

展，已经建成了集果园采摘，休闲观光，

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休闲农业度假山

庄，每年实现经营收入 2200 万元，并吸

纳 100 余名群众就地务工，通过家庭农场

的形势创造了农业收入，也为其他群众带

了了实惠。

唐藏镇庞家河村村民庞武魁养殖生猪

550 头，载种苹果，杏，桃，椒 75 亩，发

展“猪——沼——果”循环农业，年纯收

入达到约 60 万元。像王佰成、庞武魁这样

通过政策扶持，为自己与村民创造了实实

在在的财富的致富能人在凤县还有很多。

行政推动添动力   政策保障利通行

2010 年，宝鸡市将我县列为全市统筹

城乡发展重点，为我县创造了宽松的政策

环境，支持我县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推进“五

项改革”。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整合了

各项惠农政策，制定了《关于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

又出台了包括《标准化生猪养殖补贴政策》，

《设施蔬菜产业扶持实施细则》，《农业产业

发展扶持政策》等各类扶持政策支持家庭

农场发展。

县委县政府还成立了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家庭农场发展评价考核机制，制定

配套措施支持家庭农场发展。为解决家庭

农场融资问题，我县还积极动员各金融机

构加大信贷投放，去年全县累计为家庭农

场发放贷款 5280 万元，同时拓展相应的保

险品种，提高保险赔付标准，最大限度降

低家庭农场生产风险。

我县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经过了 5 年

的探索与实践，在县委县政府的扶持培养

与政策领导下，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双赢”，全县农业产业总值逐年稳步

上涨，2012 达到了 9 亿 8099 万元，农民人

均收入 9061 元，增长率达到 18.9%，连续

三年在全市范围内领先，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这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化，规范

化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可行性与必行性，未

来的我县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也必将

走的更好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