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07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

●● ●● ●●

我省南乐县与世界同频共振、心

手相连。

6月 5日，“世界环境日”亮出“塑

战速决”主题，呼吁全世界齐心协力

对抗“白色污染”；这一天，南乐县邀

请专家学者举办“治理白色污染发展

生物基新材料产业论坛”，就如何遏

制白色污染、大力发展可降解塑料新

技术进行深入探讨。

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全社会行动

起来。论坛发出倡议：“让我们共同

携手，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大力

发展生物基材料产业，全面推行禁塑

活动，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

中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生

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根本大计。当前，约 55 亿

吨石油基塑料制品被填埋或者随

意丢弃在自然环境中，产生的“白

色污染”对土壤、海洋环境造成严

重伤害，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

的重要环境问题。面对“白色污

染”吞噬良田、围堵村镇、戕害生

物，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全

面禁塑已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

正当其时。2018 年世界环境日确

立的“塑战速决”主题，目的就是

呼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解决“白

色污染”问题。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的指示，南乐县深

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后引进了 L-

乳酸、聚乳酸等 18 个项目，形成

了完整的生物基材料产业链，打

造 了 国 家 级 生 物 基 材 料 产 业 基

地，生产的可降解农膜、育秧盘、

垃圾袋、购物袋、餐盒等一系列生

物基塑料制品，在堆肥条件下半

年内即可 100%降解为二氧化碳

和水，产品畅销国内外，是治理

“白色污染”的理想替代品。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

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

生的重大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

界广泛参与。为了发展壮大生物

基材料产业，有效治理“ 白色污

染”，唤起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为

建设美丽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南乐担当，2018 年 4 月 1

日起，南乐县在全县范围内分步

推广使用可降解购物袋、垃圾袋、

餐盒等生物基塑料制品，禁止生

产、销售、使用石油基塑料制品，

在河南省率先拉开了全面“禁塑”

的帷幕。南乐县有信心、有决心、

有能力将生物基材料产业做大做

强，将禁塑工作进行到底，同时更

期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大力

支持。值此“6·5”世界环境日到

来之际，我们郑重向全社会发出

倡议：

一、机关团体要争当生态文

明建设的引领者。各类机关团体

要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

治责任，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带头强化环

境保护意识，带头倡导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带头使用生物基可降

解塑料制品，引导形成人人关心

环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

社会风气，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二、企业商户要争当生态文明建设的守护

者。各类工商企业要按照“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

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

的根本之策”的要求，大力发展生物基材料等节

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提供

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广大商户要鼓励消费者

自带购物袋，主动有偿提供可降解购物袋，努力

创建经济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三、广大群众要争当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

者。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广大人

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就必须

强化“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的意识，养成商场

超市购物自带布袋子、菜篮子的习惯，外出就餐拒

绝使用石油基塑料袋、餐盒，生活中主动使用可降

解塑料制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石油基塑料包装

回收再利用，培养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四、新闻媒体要争当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

者。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新闻媒

体要积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持续关注生态文明建

设，全方位宣传报道“治理白色污染、共建绿色家

园”活动，为全面推行禁塑积极鼓与呼，为子孙后

代留下美丽家园发出好声音，为中华民族赢得美

好未来汇聚正能量。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为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更清洁、更绿色、更文

明，为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宜居、更和谐、更美

丽，让我们共同携手，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大

力发展生物基材料产业，全面推行禁塑活动，为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贡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量！

南乐发出“绿色好声音”——

发展生物科技 治理白色污染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蒋晓宇 冯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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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在治理白色污染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甚至对
解决全世界的白色污染问题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南乐经验”，在我看来有五点。
一是党政机关带头。从县委、县政府开始，扩散至机

关、学校、医院，再到商场、企业的全面铺开，可降解塑料制
品的使用在南乐县逐渐积淀。

二是发展生物基材料产业。什么都靠“禁”，是禁不完
的；如果没有疏堵结合，白色污染问题很难被破解。生物基
材料产业是朝阳产业，南乐县从产业发展方面给国家作出
了贡献。

三是商场、集贸市场、超市都实行收费。收费是一种政
策导向。

四是南乐县的工作非常扎实，宣传非常到位。无论县
城、农村、农田还是景观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塑料袋，南乐
县对城乡环境卫生的管理比一般城市的管理还高。

五是坚持技术创新。比如水稻育秧盘，由过去的不可
降解变成可降解。以技术创新解决一个行业的白色污染，
南乐县是一个很好的典型示范。

可降解水稻育秧盘，是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南乐县产学
研联合的成果，可以说带来了一场“机插革命”。

传统的水稻育秧盘不仅价格高，运输和贮存难度大，而
且使用后回收和处理非常困难。许多农户贪图方便，直接
将其遗弃在田间地头，长期不能自然降解使其在环境污染
方面存在较大隐患。

可降解水稻育秧盘的出现，使水稻高效生产与生态环
保双赢，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以聚乳酸研制生物可降解机插秧盘，原材料来自玉米
植株等，通过塑化加工形成生物基塑料，产品已通过欧盟认
证。通过秧苗培育，直接机插入田，实现钵苗机插，而秧盘
降解后完全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不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
响。同时，可降解水稻育秧盘也能够实现钵苗带盘机插，解
决杂交稻机插难题。

2015年以来，在农业部相关司局、全国农技推广中心
等单位支持下，生物降解秧盘机插的新技术已经在黑龙江、
河南、浙江、江苏、江西、辽宁、湖南、湖北等省试验示范，20
多处试验点平均增产7.25%。

生物基纤维，大家其实并不陌生，比如超市里常见的竹
纤维。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中的玉米纤维，也是生物基
纤维的一种，正在引领新的消费趋势。

玉米纤维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能，在光泽感、亲
肤感、卷曲特性、透气排汗、抑菌防螨、弹性和蓬松度
等方面也表现优异，已被应用于一次性卫生用品、耐
久性家纺、被褥、内衣面料、抑菌除异味袜子等多种产
品。

当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愈发深入人心，生物基纤维的发展也站上新的风
口。生物基纤维由农、林、海洋废弃物及副产物加工而成，
能够在绿色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改革、协同创
新等多个领域全面开花。

目前，国内仅有两个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南乐县生物
基材料产业集群正是其中之一。南乐县从生产、流通、消费
等各环节，进行着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的实践；中国化纤
工业协会也将助力其产品开发及推广，共同引导终端消费
的绿色理念，努力开拓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园中，用木质纤维素做乳酸，
是一种已经投入产业化生产的技术。虽然听起来很陌生，
却在治理白色污染方面有着极大的潜力。

人工合成塑料具有抗微生物的性能，本应是优点，却在
大量应用后，演变成垃圾围城、海洋垃圾场等一系列“灾
难”。据预测，到2050年，地球上将会存在约260亿吨塑料
垃圾。所以，大力发展可降解塑料是大势所趋。

用玉米水解为葡萄糖，再通过微生物发酵形成乳酸，是
生物基材料产业中常见的上游链条，给可降解塑料的生产
提供基础。但必须承认，它也存在弊端。玉米是粮食，也用
以生产酒精，替代汽油等，如果再用以大量生产乳酸，就会
埋下“粮患”。

用木质纤维素，也就是俗称的秸秆来制乳酸，好处不言
而喻。一是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全世界每年生产塑料3.4
亿吨，仅我国的木质纤维素——秸秆林木废料制造聚乳酸
就可满足全世界对塑料量的需求。二是可降解，更“循
环”。秸秆是废弃物，对其利用开发，也就减少了秸秆燃烧
等问题。

玉米、玉米秸秆加工为 L-乳酸，再经过 PLA 树脂合
成、改性材料等步骤“变身”成可降解塑料等成品——这是
生物基材料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在国际上，这需要不同的
国家来完成；但是在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园中，这样的产
业链已经完美闭合。

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所拥有的“弯道超车”式技术，
可以和世界发达国家同台竞争。

2017年 6月 18日，年产 5000吨的聚乳酸共聚物生产
线在南乐县成功上线，成为世界上首个实现工业化生产的
聚乳酸共聚物生产项目。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园中的玉
米秸秆制乳酸项目，是世界上首个将秸秆制乳酸从实验室
搬出，投入产业化的项目，成为非粮生物基材料产业化的

“领头羊”。
2017年我国塑料使用量约为 1.1亿吨，其中 70%可以

被生物基材料所替代。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已经完
成技术积累，我们有信心在5年内，将生物基可降解塑料的
成本降至接近传统石油基塑料的成本，依靠市场力量“打
败”石油基塑料。

易袋易购公司有丰富的环保包装产品推广经验，但我
在南乐的所见所闻，仍然十分“震撼”。

首先是民众对于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接受度。易袋易购
在南乐县的1000多处农贸市场、餐厅、超市、小便利店展开
调查，获得了关于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反馈信
息。令人欣喜的是，大部分反馈均为正向，这与前些年“限
塑”执行难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南乐县委、县政府在推广可降解塑料制品方面更
有节奏。南乐抢抓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遇，充分发
挥国家级生物基产业基地优势，形成完整的聚乳酸材料产业
链。这是南乐县治理白色污染工作的牢固基石。

我曾经调查走访过 1000余家塑料加工厂。有的加工
厂很小，小到就驻扎在家里的客厅；有的加工厂很大，只要
产值上亿就能在行业中排到全国前列。这是一个非常散
乱、污染很大的行业。

所以我认为，可降解塑料产业不仅是民心所向，更需要
有“领军”人物站出来。南乐县为产业升级所做的努力让我
坚信：未来已来。

从“限塑令”到“禁塑令”，道路为何如此漫长？这本是民
心所向，但当技术成本过高时，理念也只是“空中楼阁”。南
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之所以让人振奋，就在于其拥有国际水
平的完整产业链。

今年 4月，南乐县委、县政府召开关于治理白色污染的

新闻发布会。政府发言人与领军企业同在台上，围绕产业的
理念、技术和发展情况进行正面阐述，详细剖析问题，展现了
极高的专业度和方法论。政府的支持，是这个特殊的产业进
入良性发展的必备基础和条件。

有了社会共识，有了产业技术和高级别的研发平台，再
有了政府支持，我相信，治理白色污染的“南乐模式”，一定会
在全国范围内给主管部门、给行业展现一个全新的、具有可
持续发展意义的产业路径。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也将在这个领域调动一切可以
调动的资源，如继续协助南乐县引进可以形成综合提升的更
高级别的产业研发平台，协助南乐县以及相关企业共同推动
这项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产业实践。

治理白色污染南乐走在前列
□原环保部总工程师 杨朝飞

可降解带来“机插革命”
□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陈惠哲

拥有“弯道超车”式技术
□河南龙都天仁公司董事长 阮刘文

引导终端消费绿色理念
□中国化纤工业协会秘书长 李增俊

可降解更“循环”
□郑州大学教授 吴健

生物基材料产业未来已来
□北京易袋易购公司董事长 韩毅忠

“南乐模式”打造全新产业路径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会长 易中舸

南乐县大小超市可降解塑料袋全面上市

可降解塑料袋正从生产线上“走下”

本版摄影 僧少琴 温威 刘智松

南乐南乐““小小””县打造出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县打造出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

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携手破解“白色污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