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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绩效考评会 

在京召开 

 

1 月 20 日，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农业农村部

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在京召开 2021 年全国秸秆综

合利用项目绩效考评会。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李波出席会

议并讲话，生态总站副站长闫成作为考评专家组组长作

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由“十三五”初期

的 80.1%提高到了目前的 87.6%，全国秸秆露天焚烧火

点数减少了 40%以上，有效支撑农业生产实现“增产又

减排”。2021 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起步之年，随着农业发展不断向绿色低碳循环转

型，以及财政资金监管的不断加码，对秸秆综合利用项

目管理工作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各省级管理部门务

必高度重视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和绩效管理工作。 

会议强调，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了推动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

键时期。实现农作物秸秆更加科学、更加高效、更加高

值化地利用，是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一项重要课

题。要切实抓好项目落地、聚焦利用重点、强化科技支

撑，将秸秆综合利用抓出亮点、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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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评除专家现场打分外，还邀请各省进行交叉

互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计划单列市农业农

村（农牧）厅（局、委）负责秸秆综合利用的处（办、

站、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北大荒集

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秸秆资源量较大的 11 个省份秸

秆综合利用重点县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并汇报，线上线下

共有 6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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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小秸秆“变身”大能源 

 

2021 年末，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柳河镇永

利村，一台台秸秆打包机正在田间作业。“以往不敢烧，

现在是舍不得烧，2021 年村里 2.2 万亩地的秸秆全部离

田。”永利村党支部书记杨士有兴奋地说。 

为了尽快将秸秆离田，木兰县组织 20 支专业服务

队，动员 300 台（套）农机具，24 小时不间断作业。

玉米收割后留在地上的秸秆被打包机收集、压缩后，一

个个秸秆卷随之滚出。 

在木兰县龙能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运送秸秆的

车辆来来往往。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依托秸秆厌氧发酵

新技术，公司年处理秸秆达 28 万吨。 

“解决秸秆问题，不能只靠‘堵’，还要更好地

‘疏’。”木兰县委负责人说，通过不断拓展秸秆利用渠

道，搭建起秸秆综合利用产业体系，既减少环境污染，

又实现经济效益。随着现代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秸秆正在为黑土地“加油”。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腰屯乡万胜村党支部副

书记牟占志介绍，该村已经实现了连片种植，村民享受

每亩 40 元的秋整地补贴。万胜村成立农机服务队，打

通秋整地“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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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破一层皮，胜过春天翻一犁。”牟占志说，

通过秋整地，快速完成秸秆还田，起到土壤蓄水保墒、

减灾灭虫的作用，给黑土地补充营养。“这样一亩地能

增产玉米约 200 斤，农民见到效益，都很支持。” 

近年来，黑龙江省出台一系列有力举措，加强供需

衔接，提高技术支撑，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

化、基料化、原料化等综合利用。 

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九洲环境能源农林生物质

热电联产项目已于 2021 年 10 月初开闸供热。该项目以

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为燃料，打造集发电、供暖等为一体

的综合能源系统，具备为方圆 200 万平方米的居民和工

商业建筑供热的能力，同时为周边企业提供高品质工业

蒸汽。 

“小秸秆变身大能源。”该项目负责人说，以往分

散锅炉房供热成本高，供热质量不理想。如今，由生物

质发电的余热供暖，热效率达到 80%以上，既可缓解煤

炭短缺情况，又推动清洁供热，为“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信息来源：农村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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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磐石：秸秆巧利用 暖屋更暖心 

 

为解决秸秆消耗难题，近年来，磐石市加快了秸秆

打捆直燃供热技术的应用。 

在吉林省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磐石分公司的秸秆

燃料化利用现场，记者看到一捆捆秸秆在新型节能环保

直燃锅炉内熊熊燃烧、满膛火光、热浪滚滚。一捆燃尽，

一名工人又将下一捆秸秆投入炉膛。 

“秸秆打捆直燃供热技术就是将秸秆在田间打捆

成包，运送到直燃锅炉内燃烧，产生出的热水、蒸汽，

可为农村、社区集中供暖，为工农业生产集中供热。每

天，我们的直燃锅炉要燃烧 12—13 小时，每隔五六分

钟投放一个秸秆包到锅炉内。燃烧 1 个小时后，锅炉出

水温度就能达到 80℃，居民楼供暖温度能达到 20℃以

上。在这里，2 吨秸秆能源化利用热值可替代 1 吨燃

煤……”吉林省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磐石分公司吉昌负

责人算了一笔账。 

这种技术通过“秸秆收储运—自动上料—秸秆整捆

破碎—进料燃烧—集中供热—灰渣排出—肥料还田”整

套生产工艺流程，实现了农民、合作社、供热企业三方

共赢的运营机制。“2021 年，我们公司投入使用的两台

6 吨锅炉，对整个吉昌镇供暖。直燃锅炉的使用不仅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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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家绿色能源政策，还有助于加快秸秆消耗。储存秸

秆变秸秆燃料，燃烧后的秸秆也能变成有机肥，进行循

环利用。秸秆变废为宝，屋子暖了，天更蓝了，群众是

最大的受益者。”负责人介绍说。 

2021 年，磐石市在红旗岭镇新建 2 台 20 吨、1 台

8 吨秸秆直燃锅炉，吉昌镇新建 2 台 6 吨秸秆直燃锅炉，

石嘴镇改建 1 台 15 吨秸秆直燃锅炉。这三个乡镇共收

储秸秆 5.6 万吨用于秸秆燃料化，可直接节省煤炭 2.8

万吨。 

秸秆打捆直燃供热技术在秸秆资源富集的地区供

暖成本甚至低于燃煤，能很好地解决秸秆露天焚烧和清

洁供暖难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推广

应用前景广阔。未来，磐石市将持续加大秸秆打捆直燃

供热技术的推广力度。 

（信息来源：中国吉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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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双峰：做活秸秆综合利用文章 

 

湖南双峰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近年来按

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多元参与、市场运作”模式，

积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秸秆综合利用率提

高至 90%，实现降低环境污染、发展循环经济、助力农

民增收三重增效。 

一、建立三个机制，确保秸秆综合利用可持续 

一是建立组织保障机制。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

导小组，出台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等 6 个文件，将秸秆

综合利用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考核工

作挂钩。县政府提供工作经费 10 万元，带动当地社会

资本投入 860 多万元。二是建立科技支撑机制。聘请湖

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为技术支撑单位，指导实施主

体加强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与装备创新。邀请省专家现场

指导并授课，全县 16 个乡镇、街道的农机站长和 66

家实施主体参加了培训。三是建立调度监管机制。领导

小组定期调度项目实施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

保项目进度、项目质量和效果。 

二、“定量奖补为主”，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一是坚持“三实”原则。项目实施前，明确设置补

贴范围和补贴标准。项目实施后，兑付机器设备补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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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见实物，兑付“五化”利用示范点、收储中心奖补必

须见实体，兑付秸秆还田离田作业补贴必须见实数（北

斗数据）。二是向社会公示资金去向。坚持公平公正公

开原则，项目完成后，及时对所有补助金额及对象等上

墙上网公示。三是及时建立台账。项目实施主体建立秸

秆综合利用台账，并整理成册，形成档案，确保资金到

账、资金拨付凭证等资料齐全，清晰可查。 

三、与当地产业相结合，促进周边农户就业增收 

一是推进原料化利用。双峰县是农机大县，年需包

装农机用草绳 1000 万米。该县通过秸秆收储运合作社

推进秸秆制草绳产业发展。合作社给农户送秸秆上门并

赠送 1 台草绳机，实行“即时服务、即时结算”的工作

方式，每加工 1 捆草绳得 10 元报酬。一个农民一天可

加工草绳 10 多捆，得工资 100 多元，年可增收 4000

元，既实现了就近就业，又增加了收入。二是推进基料

化利用。推广食用菌行业“秸秆-基料化-肥料化”利用

模式，通过食用菌培养基料消化农作物秸秆。全县已建

设食用菌基地 1 个，秸秆利用能力达 20 吨。三是推进

肥料化利用。通过雇佣周边农户收集秸秆、蘑菇渣，经

无害化处理生产优质商品有机肥，目前已引进年产 5

万吨有机肥的德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来源：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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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坚持三个原则，推进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落地见效 

 

德阳市抢抓农业农村领域“双碳”工作机遇，坚持

疏堵结合，注重市场导向，强化政策支撑，持续推进秸

秆综合利用高质量发展。全市建设秸秆收储中心 63 个，

引进培育秸秆“五化”利用市场主体 86 家，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 95.24%。 

（一）坚持堵疏结合，让秸秆利用有基础。坚持“禁

用互促、堵疏结合”思路，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

进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每年印发资料 4000 份、

播放广播 2.3 万次，多形式宣传秸秆焚烧危害性和秸秆

利用扶持政策，引导群众形成“不能烧、重利用”的意

识。注重与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村集体经济改革、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相结合，建设秸秆收储中心 63 个，

年收储能力达 30 多万吨，基本形成覆盖全市的网格化

秸秆收储体系。 

（二）坚持市场导向，让秸秆利用有出路。坚持“市

场主导、政府引导”思路，引进光大城乡（绵竹、中江）

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等秸秆利用龙头企业 12 家，培育

明辉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本土利用主体 74 家。瞄准秸秆

直燃、牲畜饲料等市内外秸秆市场需求，推进秸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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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逐步形成高值利用优先、燃料化利用兜底的

产业格局。全市每年内销秸秆 158 万吨、外销秸秆 15

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 

（三）坚持政策支撑，让秸秆利用有活力。坚持“政

策引领、聚集要素”思路，构建完善秸秆利用政策体系。

借助镇村建制调整“两项改革”契机，盘活废旧学校、

厂房等村集体资产 10 万余平方米，整合 2300 余户种植

类经营主体库棚和设施用地资源，有效解决秸秆收储用

主体用地需求。累计争取中央、省级专项资金 4520 万

元，针对秸秆收、储、运、加、用等重点环节给予政策

扶持。依托省农科院等技术力量，推广示范秸秆粉碎还

田、覆盖还田等技术，鼓励大宇中和、德阳好韵等主体

加强技术研发，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不断解决

秸秆利用技术难题，拓宽秸秆利用渠道。 

（信息来源：四川省农村能源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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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肃南：异地借牧让农牧户实现双赢 

 

随季节转场是牧民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甘肃省

肃南县，越来越多的牧民冬季转场不再去牧场，而是“转

移”到了周边农区的玉米秸秆地里，以此保护草原、发

展生产。 

每到 10 月，肃南县牧区的牛羊就会被赶着或是用

车拉着，并携带“健康证明”踏上转场的“旅程”，来

到临近的县区、乡镇的秸秆地里，依靠玉米等作物采收

后留下的秸秆育肥过冬。这一来自田间地头的创新，让

农田免去秸秆焚烧的污染，牛羊粪便可还田作肥料，牧

区的草场也得以休养生息。 

“近年来，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生态环保理

念的深入人心。一到冬季，大河乡越来越多的牧民把冬

季牧场转移到我们明花乡双海子村的农户家玉米秸秆

地里借牧，即保护了生态，废弃的玉米秸秆也得到二次

有效利用，更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明花乡双海子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郭应武说。 

对牧民来说，异地借牧既能提高母畜产仔量和产奶

量，还可以增强羊羔成活率和对抗疾病的能力，同时缓

解自家草场的压力。对向外租聘秸秆地的农户来说，每

年不仅减少了焚烧秸秆的污染和发生火灾的风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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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自家的收入，以租田借牧的方式推进草畜平衡一

举两得，使牧民和农户同时得利。 

明花乡双海子村村民杨怀贵告诉记者，“我今年租

了两百多亩地，都种的是玉米，收完玉米后，部分玉米

秸秆地就租给了牧民们借牧。今年草料的价钱比较高，

租地的价钱也随即升高了，一亩地都达到了一百多元，

今年冬天，我家外租的秸秆地又带来了 2 万多元的收

入。” 

据测算，2021 年，全县共有 18.6 万个羊单位的牲

畜前往附近农区秸秆地借牧。借牧减轻了草原承载压

力，草原生态得到有效恢复。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

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天然草原良性演替，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双赢，牧民与农民实现互利。 

（信息来源：肃南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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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提出作物秸秆高效绿色资源化利用 

新思路 转化效率提升 

 

作物秸秆生物质是极具发展前景的可再生资源，经

微生物转化，可以制造大宗生物燃料和高值生物材料。

然而，受细胞壁天然抗降解性和酿酒酵母木糖利用局限

性的影响，目前作物秸秆的转化利用存在成本高、效率

低等问题。 

近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质与生物能源团队，整合

作物和酵母的遗传改良，以及生物质转化工艺的绿色优

化，提出作物秸秆高效绿色资源化利用的新思路。团队

下调表达纤维素合成上游转录因子，显著降低纤维素的

结晶指数和聚合度，改变纤维素微纤丝的纳米结构。成

熟稻秆经温和预处理后，木质纤维素的酶解糖化效率显

著提高 10%至 28%，该研究为纤维素生物合成的转录

调控提供了新思路，有利于能源作物的遗传改良和秸秆

的综合利用。同时，团队通过基因融合技术改良菌株，

重组菌株可持续提高小麦、玉米秸秆和芒草的木糖利

用，使生物乙醇产率提高 11%至 42%。该研究为酵母

工程高效利用木糖提供了新策略，并获 2 项发明专利。 

（信息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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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报：部长、副部长，部党组成员，国家首席兽医师（官）、

部总经济师、部总农艺师、部总畜牧师。 

主送：部相关司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

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