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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及建议
王建国

刘士烜

渊河南省商水县农业局袁河南商水 466100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商水县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情况袁总结了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开展的情况及取得的成效袁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建议袁以期为当地土壤污染长效治理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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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叶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实施细则渊试
行冤曳和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
渊试行冤曳要求及叶关于报送全市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
核的通知曳渊周环攻坚办也2018页758 号冤文件精神袁迅速组织
县土壤环境攻坚办公室成员单位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重点工作遥
1

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情况

1.1 农用地

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曳和叶河南省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8 年河南省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工作

方案>的通知曳等文件要求袁商水县积极宣传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袁全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82.8%遥
2.4 化肥使用情况

通过连年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实施袁商水县广大干部
群众对测土配方施肥的意义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遥绝大多
数农户已经掌握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袁扭转了不良的施肥

农用地的污染防治涉及耕地土壤监测尧耕地土壤环境质

观念袁增施有机肥的积极性明显提高袁化肥施用配比明显优

量类别划分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治理与修复等工作遥经

化袁施用钾肥尧微肥的比重逐年提高袁肥料利用率有效提高遥

排查袁商水县 2 家企业渊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垃圾管理中

2018 年对商水县主要农作物的施肥情况进行了调查袁按照

壤污染导致农产品质量超标且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遥

行政村袁每个行政村调查 20 户袁共计 180 户袁调查了小麦尧

心尧旭日东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冤袁于 2018 年未发生因耕地土
1.2 建设用地
商水县建设用地的污染防治方面袁经排查袁原商水县化
肥厂为疑似污染地块遥县政府与垃圾管理中心尧旭日东升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 2 家企业签订了目标责任书遥

2

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2.1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依据国家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
规定渊试行冤曳和叶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实施

省土肥站的技术要求袁调查了 3 个乡镇袁每个乡镇调查 3 个
玉米尧大豆等作物遥据调查统计结果袁2018 年施用化肥总量

渊折纯冤6.8 万 t袁较 2017 年渊折纯冤6.75 万 t 增加 0.05 万 t袁增
长率降至 0.74%遥

2.5 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商水县农业局广泛宣传袁实施地膜科学使用袁组织广大农

户回收利用废弃农膜遥通过 1 年来的实施袁效果显著遥2018 年
全县地膜使用总量 338 t袁回收量 314 t袁回收率 92.9%遥
2.6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

细则渊试行冤曳袁商水县积极全力配合袁认真完成农用地土壤

结合实际袁县城管局制定了叶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

污染状况详查和武汉君邦公司对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

作实施方案曳袁按照责任分工袁根据方案开展非正规垃圾堆

染状况调查遥商水县政府结合实际情况袁抽调工信尧环保尧发

放点的排查整治工作袁并定期对河道漂浮物和河岸垃圾进行

改尧工商和质检局等单位袁对全县企业进行拉网排查袁将不

打捞清理遥经排查袁商水县无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遥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尧工艺落后尧高耗能尧高污染的企业一律

2.7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综合利用

淘汰关停遥2018 年以来袁政府牵头组织工信尧环保尧发改尧工

按照叶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曳叶河南省土壤污染防

商和质检局及当地乡镇政府取缔了 27 家小型翻砂厂渊商水

治攻坚战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与综合利用工作方案曳等相

2.2 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

业化为导向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及装备袁推进商水县资源循

县未涉重金属生产企业冤遥

关文件要求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袁以集聚化尧市场化尧产

排查固体废物堆存场所袁加强规范化整治和监管完成

环利用基地建设袁实现废弃物处理方式由无害化处置向资

情况遥按照要求袁商水县安排专人认真开展了尾矿尧煤矸石尧

源化利用转变袁商水县成立了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委员

工业副产石膏尧粉煤灰尧赤泥尧冶炼渣尧电石渣尧铬渣以及脱

会袁编制了叶商水县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实施方案曳遥按照野优

硫尧脱硝尧除尘产生的固废堆存场所排查遥经排查袁商水县有

化布局尧科学规划尧有序推进尧集约利用冶的原则袁依托基地

1 家渊周口市隆达电厂冤固体废物的堆存场所袁该场所做到了
防扬散尧防流失尧防渗漏遥商水县环保局监察大队对该堆场
严格日常监管袁确保不留隐患遥
2.3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实施

2018 年根据叶商水县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农业面源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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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商水县隆达发电有限公司袁重点打造资源再生利用
集中区尧粉煤灰综合利用区尧餐厨垃圾回收利用区尧C02 辅
集微藻养殖项目区尧污水集中处理综合利用区等五大功能
区及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中心尧再生资源交易中心尧危
险废物处置中心尧基地监管信息中心尧基地服务保障中心等
五大中心遥其中袁资源再生利用集中区包括废塑料回收项目

王建国等院商水县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及建议
区尧废旧轮胎再生利用项目区尧废纸回收再生利用项目区尧
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利用项目区尧废旧机电回收利用项目区尧
报废汽车拆解项目区尧废旧钢铁深加工项目区尧废旧有色金

圾逾 200 t遥2018 年县城管局投资逾 500 万元袁新改建垃圾
中转站 15 座袁现已建成投入使用遥
2.10 灌区灌溉及灌溉水源

属加工项目区等 8 个项目区遥
方案实施期为 2018要2020 年袁共 3 年遥基地建设项目

商水县有大路李灌区和东灌区两大灌区袁分别承担着全
县的引水补源和抗旱灌溉储用水等功能袁对商水县农业生

类项目 4 个袁总投资 48 450 万元曰基础设施类项目 6 个袁总

县西部袁与漯河市召陵区接壤袁灌区灌溉面积 1.93 万 hm2袁

共涉及 2 大类 10 个项目袁总投资 9.46 亿元遥其中袁重点工程
投资 46 153 万元遥商水县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完成后袁不
仅将有效规范商水县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袁促进商水县
两网融合袁打造商水县废弃物综合处置功能区曰同时将极
大地促进周口市及毗邻地区再生资源产业发展袁在解决废
弃物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尧节约工业原料资源和能源尧降低
工业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袁为商水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奠定
良好的经济基础遥

2018 年袁商水县发改委尧城管局联合行文向国家发改委

上报了叶商水县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实施方案曳遥目前袁商水县
工业废弃物主要是隆达电厂产生的粉煤灰遥为此袁引进了商

产丰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遥商水县大路李灌区位于商水
受益面积 4 万 hm2袁郝岗尧张明尧邓城尧张庄尧谭庄尧巴村 6 个
乡镇受益曰所属河道有新枯河尧黄碱沟尧总干渠及 3 条干渠
渊分别为一干尧二干尧三干冤遥其中袁一干从张明节制闸开始袁

流经张明尧邓城尧张庄 3 个乡镇曰二干起源总干渠袁由大雁沟

入新枯河曰三干起源总干渠袁由托儿沟入汾河遥商水县东灌
区位于县城东南角袁辖区内总干渠 1 条尧干渠 3 条袁全长共

42 km2袁中小节制闸 13 座曰河流有清水河袁全长 32.15 km袁流
域面积 183 km2袁有中型闸河沿闸 1 座袁受益乡镇有汤庄尧城
关乡尧化河尧练集尧平店尧袁老尧魏集尧胡吉等遥
商水县灌溉以井灌为主袁从沙河马门闸和沙河大路李

水兴源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 m3 加气块混凝土板材生产

闸引沙河水袁通过两大灌区的总干渠尧干渠分别向汾河尧新

线项目袁专门处理电厂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遥

枯河尧清水河尧黄碱沟尧青龙沟尧界沟河等引水补源袁补充地

2.8

下水袁从而确保农业灌溉用水遥

危险废物监管

2018 年袁商水县农业局对辖区内危险废物重点监管单

3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位进行排查袁将涉废企业渊6 家冤纳入河南省固废管理系统袁

一是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尧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普及袁

并下发了叶商水县环保局关于开展全县危险废物规范化管

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1]曰二是土壤环境执法力度需要进

理的紧急通知曳渊商环字也2018页167 号冤遥全县有危险废物经

一步加大袁环境执法人员的土壤环境执法业务素质应进一

营单位 1 家遥2018 年制定完成整治方案并有序实施袁全面提

步提高袁要求在土壤环境执法中能担当尧会执法尧懂业务曰三

升危险废物监管水平袁进一步健全危险废物源头管控尧规范
化管理和处置等工作机制袁对商水县县域内油漆企业的油

是加强技术力量的培训和指导袁发挥科技人才在土壤污染

漆桶等危险废物做好规范贮存尧转运遥

标准化培训袁扩大土壤保护培训范围袁提高全民土壤保护素
质 [2-3]曰五是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袁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涉及面

2.9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收运设施建设

商水县现有垃圾填埋场 1 座袁位于商水县化河乡曹楼

行政村东 560 m袁距离县城 8 km袁总占地面积 10.73 hm2袁填埋
区占地面积 9.40 hm2袁填埋场总库容 96.65 万 m3遥商水县城
市管理局于 2009 年 7 月 13 日接管垃圾处理场袁2009 年

防治工作中的技术优势袁全力克难攻坚曰四是加大土壤保护

广尧要求技术力量强尧土壤监测和治理修复费用高袁需要政
府加大政策倾斜力度[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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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仍不健全袁建议各地基层政府在上级相关政策的指导下

区学习经验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袁快速完善适宜于河南省各

制定适合本地的相关法规和监督政策袁以改善农村的生活

县渊区冤的农村垃圾处理机制遥

9月正式投入运营袁使用年限 14 年袁日处理能力 135 t袁现日
处理生活垃圾约 680 t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以
上遥县城区有垃圾中转站 30 座袁为避免二次污染袁建设封闭
式垃圾中转站 20 座曰有环卫工人 300 余人袁洒水车 8 辆尧机
渊上接第 171 页冤

环境曰二是除了加大政府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投资力度袁
也可多渠道筹资资金袁如向农村居民和村庄附近企业征收
一定的垃圾处理费袁填补农村垃圾处理体系后期维护的资
金缺口袁利于农村环卫保洁制度和垃圾收集转运机制的长期
有效运行袁也利于提高村民环保意识袁重视垃圾污染问题袁
推动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曰三是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袁

参照环保行业其他领域 PPP 模式袁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袁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基础设施建设尧运营和管理袁研究信
贷优惠尧减免赋税等配套政策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垃圾

处理曰四是向我国一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制构建成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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