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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编者按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
（国发【2016】59 号）和《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7】82 号）的要求，为落实《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部门分工》
（国污普
【2017】4 号），推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11 月 20 日，农业
部办公厅印发农办科【2017】42 号文件，对推进第二次全国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本编
辑部现将文件摘登如下，供各地、
市、
县参照执行。

农业部印发通知部署第二次全国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
一 普查目标

包括不同农业区域和不同作物的使用量、残留量、

本次普查要摸清农业污染源基本信息，了解和

回收利用量及分布特征；秸秆主要包括水稻、小麦、

掌握不同农业污染物的区域分布和产排情况，为农

玉米、马铃薯、甘薯、大豆、花生、油菜、棉花、甘蔗等

业环境污染防治提供决策依据。掌握种植业、畜禽

作物的秸秆产生量、可收集量和利用量；农业移动

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生产过程中主要污染物流失

源主要包括农业机械、渔船等非道路移动源。

量、产生量、排放量及其去向；查清地膜的使用量和

三 普查任务

残留量、秸秆的产生量和利用量。获取农业生产活

本次普查借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经验，以

动基础数据，建立农业污染源资料档案，完善农业

已有统计数据为基础，确定抽样调查对象，开展抽

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监测管理平台，为做好农业污

样调查，获取普查年度农业生产活动基础数据，根

染源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明确农业污染

据产排污系数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源排放规律和主要影响因子，阐明农业污染物的动

农业污染源普查内容重点包括种植业源、畜禽

态变化趋势和分布特征，为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指

养殖业污染源、水产养殖业污染源、地膜、秸秆等五

导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促进农业绿

个方面，同时提供与污染核算相关的农业机械和渔

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船数据，并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开展种植业及畜禽养

二 普查对象

殖业废气污染物排放核算和典型流域农业源入水

本次普查对象为种植业源、畜禽养殖业源、水

体负荷研究等工作。其中：

产养殖业源以及地膜、秸秆和农业移动源。其中，

1. 种植业源。开展生产情况，农药、肥料使用

种植业源主要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果蔬的主

情况调查；开展总氮、总磷、氨态氮等涉水污染物流

产区的种植情况、肥料和农药使用情况及氮磷流失

失量监测。

情况；畜禽养殖业源主要包括猪、奶牛、肉牛、蛋鸡

2. 畜禽养殖业源。开展畜禽种类、养殖情况、

和肉鸡等养殖过程中畜禽粪便产生量和水污染物

粪污产生和处理情况调查；以养殖场和养殖户为单

排放量；水产养殖业源主要包括池塘养殖、网箱养

元，开展粪便污水产生量、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

殖、围栏养殖等养殖条件下，鱼、虾、贝、蟹等主要水

氨氮等涉水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监测。

产品养殖过程中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地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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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产量、养殖面积，以及饵料、肥料、渔药等投入

各地积极组织普查队伍，充分发挥科研院所、

品使用情况调查；以水产养殖场和养殖户为单元，

高校等社会组织作用，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普

开展养殖换水量及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氨氮等

查工作。普查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

涉水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监测。

德，具备执行普查任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4. 地膜。开展不同农业区域、不同作物的地膜

（本编辑部
本编辑部）
）

使用量、覆盖周期、覆膜种植比率、田间覆盖率、覆

5. 秸秆。开展不同作物种类、不同区域的产生
量、可收集量，以及秸秆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基
料化和原料化利用量调查；以典型地块为单元，开
展秸秆草谷比、秸秆可收集量监测。
针对本次普查，农业部成立了第二次全国农业
污染源普查推进工作组（以下简称“推进组”
），负责
与环境保护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的沟通协调、方案审批、督导检查等工作，组织全国
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同时，农业部还成立了专家
组，负责全程技术支撑。各地农业污染源普查机构
根据需要建立技术专家组，负责本辖区农业污染源

相关链接

第一次
全国农业污染源普查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07 年

12 月 31 日，时期为 2007 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

内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以下简称“工业源”
）、
农业污染源（以下简称“农业源”
）、生活污染源（以

下简称“生活源”
）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内

容包括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主要污染物的产生
和排放数量等。

普查的技术支撑。
文件中明确要求，各级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要尽快成立相应的农业污染源普查机构和办公室，
按照农业污染源普查方案的统一规定和要求，组织
和协调本辖区的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省级农业污
染源普查机构要加快推进市（县）级普查工作落实，
并将普查机构组建等相关文件及时报送推进组办公
室；同时，受农业部委托，实施种植业、畜禽养殖业、
水产养殖业、
地膜、
秸秆抽样调查与原位监测。

经过为期两年多的普查，最终由环境保护部、

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于 2010 年 2 月 6 日联合形成

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公报》中明确，
该 次 普 查 对 象 总 数 为 592.6 万 个 ，包 括 ：工 业 源

157.6 万个、农业源 289.9 万个、生活源 144.6 万个、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4790 个；各类源废水排放总
量 2092.81 亿吨，废气排放总量 637203.69 亿立方
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 3028.96 万

吨、氨氮 172.91 万吨、石油类 78.21 万吨、重金属

县级农业污染源普查机构组织开展涉农乡
（镇、街道）、县（市、区、旗、农场、团场）的种植业、畜
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地膜、秸秆基本情况表统计

（镉、铬、砷、汞、铅）0.09 万吨、总磷 42.32 万吨、总

氮 472.89 万 吨 ；二 氧 化 硫 2320.00 万 吨 、烟 尘

1166.64 万吨、氮氧化物 1797.70 万吨。 （王晓君
王晓君）
）



汇总以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入户调查。



单元，
开展农田地膜当季残留量、累积残留量监测。





盖作物类型及方式等基本信息调查；以典型地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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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高尚宾副站长

衢州市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1 月 25-27 日，农业部生态总站高尚宾副站长

今后应继续以生态循环农业为抓手，高举农业绿色

带领调研组赴浙江省衢州市对整建制推进现代生态

发展大旗，探索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打

循环农业试点市建设情况开展调研。调研组实地考

造全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先行区、新高地，让生态农

察了龙游县开启公司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大循环模

业产业成为人民生活和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不断

式，
衢江区佳苑牧业公司主体小循环模式、
三易易生

推动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态循环农业园区多级中循环模式，开化县废弃农业

据了解，近年来，衢州市积极开展整建制推进

包装物回收处置中心、
农村集中沼气供气中心、
益龙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市创建。截至目前，全市

芳龙顶茶生态茶园，江山市石明养殖场异位发酵床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8%，秸秆综合利用

养猪技术、菲尼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等 9 个

率达到 91.5%，探索建立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示范点，
并与衢州市有关部门展开座谈。

机制、农业节水机制、农业资源增效机制，累计培

高尚宾表示，衢州市在推进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育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区 12 个，示范主体 110 个，

方面探索了良好的模式、政策和机制，以实际行动

生态牧场 135 个，成为引领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

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建议，衢州市

展的典范。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



有机硅功能肥获评

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新材料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近 日 ，有 机 硅 功

据悉，有机硅功能肥由有机硅材料与复合肥结

能肥防控农田镉污染

合而成。此肥具有恢复土壤酸碱平衡的能力，可以

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评

钝化重金属离子的生物活性，阻断作物对重金属离

价会在京举行。中国

子的吸收。

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

近年来，硅谷农科院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有

会农业分会农业科技

机硅功能肥治理土壤污染示范基地。经在国内重

成果评价中心组织中

金属污染区域试验种植结果表明，通过施用有机硅

国工程院院士方智远

功能肥，水稻中的镉含量是每公斤 0.02 毫克，远低

等 7 位专家讨论认为，

于国家标准每公斤 0.2 毫克。经测产，每亩增产水

有机硅功能肥实现了

稻 150 多公斤，增收 400 多元，成本核算基本等于

科学施肥与农田重金

治理含镉大米零成本。目前，有机硅功能肥在水

属污染防控结合，为

稻、玉米、茶叶、葡萄等作物中推广应用面积达 208

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

万亩，在显著降低作物重金属镉含量的同时，提高

提供了新材料、新方

作物产量 15%以上，产品应用为农业企业和农民增

法和新模式。

加收入 1 亿多元。

（韩 芳

王晓君）
王晓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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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安全饮水与水资源环境保护”项目评估会
在京召开
11 月 15 日，
“中国农村安全饮水与水资源环境
保护”项目评估会议在北京联合国大楼召开。农业
部生态总站吴晓春副站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
代表处助理国别主任 Garsten Germer 先生以及水
利部、中国环境协会、海尔集团等部门的相关领导
和项目评审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吴晓春表示，农业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多
年、多项目的合作经验，
“中国农村安全饮水与水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助理国别主任

源环境保护”项目的实施，使我们更加全面重视农

Garsten Germer 先生（左一）和吴晓春副站长亲切握手）

村安全饮水、节能和环境问题。同时，希望我们能
以此项目的实施为纽带，共同努力，积极投身到农

区农村饮水水质和饮水条件，推动安全饮水工作在

村饮用水水质改善和水环境保护中，促进实现农业

农村地区的有效推广，探索农村地区安全饮水可持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落实好中央提出的乡村振

续发展机制，从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农村生

兴战略，推动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和精准扶贫工作，

活幸福指数。
水利部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首席专家刘文

促进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

朝对项目文本给予肯定并表示，项目任务清楚有必

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会上，项目常务副主任王全辉对项目进行了全

要性，产出可观有标准，项目采用分质供水技术，在

面介绍。他表示，项目将通过试点示范、可持续发

中国农村高氟水、苦咸水和水污染地区可以取得良

展机制构建、宣传推广和意识提升等活动，提高农

好成效。
Garsten Germe 先生表示，到 2030 年，人人能

村社区居民健康饮水和水资源保护意识，优化项目

获得安全且用得起的饮用水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 17 个目标之一，很高兴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能和农业部再一次合作。他对本项目将在
中国地区的执行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农村安全饮
水与水资源环境保护”项目可以充分利用各方资源
优势，携手地方转变发展模式，推动农村用水健康
和水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现贡献力量。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

（项目评估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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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委联合发文从需求侧力促可再生能源消纳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

段。要不断创新电能替代领域、替代方法和替代

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能源

内容，进一步扩大电能替代范围和实施规模。促

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加强消

做好新形势下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通知》。

费与生产的协同互动，从需求侧促进可再生能源

《通知》明确指出，可再生能源消纳矛盾突出，

电力的有效消纳利用，推进能源绿色转型与温室

电力需求侧管理是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关键手

气体减排。

购置费 1335.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60.07 万元，

业部发布了《农业部

预备费 35.93 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中央预算内

办公厅关于农业部

投资”
。

农业废弃物能源化

本次初设顺利通过农业部批复，项目建成后

利用重点实验室建

能够进一步增强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硬件条件，为

设项目初步设计和

“十三五”期间重点实验室的科技创新提供有力

概算的批复》
（农办

初步设计和概算

农业部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农业部批复

10 月 19 日 ，农

（王 正 元/
元 / 供）

保障。

计【2017】77 号），批

农业部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于

复了该项目的初步

2011 年正式批复建立，隶属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

设计和概算申请。

利用学科群，依托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建设，主

在《批 复》中 明

要围绕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的关键问题，在热

确表示，农业部农业

解炭气多联产、高效厌氧消化和成型燃料清洁燃

废弃物能源化利用

烧技术与装备等三个方面，开展原料特性与预处

重点实验室建设项

理技术、生物化学和热化学转化工艺及装备、产业

目“改造实验室通风

链保障体系等方面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电气系统 1507.8

的能源转化技术与装备，开展产业化技术集成与

平方米；购置气相色

模式研究，搭建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专业性工

谱仪（气质联用仪）

程技术平台，进行技术集成示范，开发能源产品、

等 仪 器 设 备 39 台

制定技术规程/规范与标准。

（套）。核定概算总

2016 年，农业部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重点

投 资 1498 万 元 ，其

实验室顺利通过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十二五”建设

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运行考核，评估结果为优秀。

66.2 万元，仪器设备

（农业部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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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能源革命和转型，绿色

装机容量达到 5.7 亿千瓦，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多元的能源供应体系正在建立，能源消费清洁化、

35%。非化石能源利用量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低碳化取得积极进展。”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

的 13.3%，比 2010 年提高 3.9 个百分点，全部可再

力日前在“2017 年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上说。为

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 5.5 亿吨标准煤。

进一步提升中国煤电行业清洁高效发展水平，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已逐步从可再生能源利用大国

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制订计划，大力推进煤电超低

向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强国迈进，技术装备水平显

排放和节能改造。

著提升，风电全产业链基本实现国产化，新型光伏

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

电池技术转换效率不断提升。在持续推动可再生

中国在居民采暖、生产制造领域，通过推广或试点

能源规模增长的同时，中国也致力于探索可再生能

电采暖、工业电锅炉等方式，实施电能替代散烧煤

源产业创新，通过光伏农业、光伏渔业等“光伏+”项

和燃油；全面实施配电网建设改造；加快推动电动

目，实施光伏扶贫。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截至今年 4 月底，全国累
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17.1 万个。

当前，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已成为时代潮流，优
化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各界共识。中

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中国加强从煤炭产

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2017 版《2050

品质量、燃煤发电、煤化工、燃煤锅炉、煤炭分级分

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报告称，中国一次能源消

质利用、民用散煤治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

费结构呈现清洁、低碳化特征，2030 年前，天然气

涉及煤炭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开展推进煤炭清洁

和非化石能源等清洁能源将成为新增能源主体。

利用工作，
持续推进煤炭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

专家指出，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实现

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清洁能

清洁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目标仍需解决一些深层

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煤炭消费比重继续下降，可

次的矛盾和问题。下一步，中国将坚持绿色低碳

再生能源装机快速增长。可再生能源已进入规模

的发展策略，着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能源互

化发展阶段。到 2016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补的转变。

（中国节能协会
中国节能协会//供）







一句话新闻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北方采暖地区城镇清

洁供暖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国家将采取加快推进燃煤热源清洁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供暖、有效利

用工业余热资源、全面取消散煤取暖、加快供暖老旧管网设施改造等措施，推进北方采暖区的清洁供暖工
作。中央财政通过现有资金渠道，支持试点城市推进清洁方式取暖替代散煤燃烧取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
城市重点推进
“煤改电”及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减少散煤供暖，加快推进
“禁煤区”
建设。 （韩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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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发电行业
成

效

阻 碍

发 展

趋 势

生物质是地球上最广泛存在的物质，包括所有

分地区来看，除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

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及由这些有生命物质派

自治区以外，全国已经有 28 个省（市、区）开发了生

生、排泄和代谢的许多物质。生物质发电是利用生

物质能发电项目。到 2015 年，全国累计核准容量

物质所具有的生物质能进行发电，是可再生能源发

达到 17080 兆瓦。

电的一种。生物质发电分为直接燃烧发电、混合燃

随着全国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累计核准容量的

烧发电、生物质气化发电、沼气发电等不同类型。

不断提升，其并网容量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生物质发电技术是目前生物质能应用方式中最普

2012 年，全国生物质能发电并网容量 5819 兆瓦，

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生物质

到了 2013 年年底，并网容量达到 7790.01 兆瓦，较

能发电已形成非常成熟的产业，成为一些国家重要

上年增长 33.87%。

的发电和供热方式。

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1

生物质能发电成效显著

年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市场现状及投资前景预测报

生物燃料是接近零排放的绿色能源，越来越

告》数据显示，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在逐年增

多的国家将发展生物质能作为替代化石能源、保

加 ，由 2007 年 的 220 万 千 瓦 增 加 至 2015 年 的

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措施。2010 年，全球生物

1708 万千瓦，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9.20%。2014

质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 6000 万千瓦，尤其北欧的

年，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为 1423 万千瓦，

丹麦、芬兰等国，生物质发电已成为重要的能源供

并网约为 950 万千瓦；2015 年，我国生物质发电累

给方式。

计核准装机容量达 1708 万千瓦，其中，累计并网装

我国在生物质能发电方面起步较欧美晚，

机容量约为 1171 万千瓦。

2006-2010 年，即“十一五”期间，我国生物质直燃

生物质能发电装机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并网

发电得到了迅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生物质发电

容 量 达 3514.84 兆 瓦 ，占 全 国 总 装 机 容 量 的

的投资总额呈现不断增加趋势。在新能源蓬勃发

45.12%，居全国首位；华中地区、南方地区分别以

展的带动下，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彰显出巨大的资

1438 兆瓦和 1096 兆瓦位列全国第二、第三位。
生物质能发电仍面临重重阻碍

源潜力。
2006 年以来，我国生物质发电的投资总额不

在新能源蓬勃发展带动下，生物质能利用获得

断 增 加 ，常 年 维 持 在 两 位 数 以 上 的 较 高 水 平 。

了广泛关注，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方兴未艾，彰显出

2013 年，我国生物质发电的投资总额就达到 960

巨大的资源潜力，而且部分技术实现了商业化，产

亿元，
已投产的总装机容量随之升至 960 万千瓦。

品、产业有明显进步。不过，生物质能发电还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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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发电未来发展趋势

着许多问题和障碍，
未来发展不易。

未来，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发展将呈现如下几方

第一，政策问题。中国生物质发电尚处于初始
示范项目阶段，示范项目从立项、建设、发电上网到

面的趋势：

验收，还没有专门的管理办法，影响了示范项目建
设的进度和投资者的积极性。特别是对于示范项

1. 农林生物质发电突破经济性瓶颈者将享受
先发优势

目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于
已有政策的延续性，
投资者也存在着观望心态。

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生
物质发电技术。以秸秆为例，秸秆发电是指以农作

第二，成本问题。我国生物质能发电的建设和

物秸秆为主要燃料的一种发电方式，将秸秆送入锅

运营成本相对较高，上网电价难以支撑发电厂的正

炉直接燃烧，发生化学反应，放出热量，利用这些热

常运营。具体来说，一是单位造价大，与常规火电

量再进行发电。秸秆发电是秸秆优化利用的最主

相比，生物质燃料的特点决定了其单位千瓦投资

要形式之一。

大，目前单位千瓦造价均在 1 万元以上；二是燃料

2. 生物质燃料收储运体系成熟度不断提升

成本高，生物质发电的燃料成本构成要比传统发电

农村地区生物质资源丰富，一般而言，当地可

复杂，与传统燃料不同，生物质发电燃料成本除了

收集资源量约为生物质产业项目需求量的 10 倍以

秸秆等原料的购买成本外，加工成本、储运费用以

上，并不存在供给短缺问题。因此，只要创新收购

及损耗占燃料成本比重较大；三是相对于常规燃煤

模式，加大精细化管理力度，生物质企业可以大大

电厂，生物质发电厂的厂内上料系统复杂，运行成

提升对燃料市场的管控能力。目前，生物质燃料市

本高，维护费用大；四是生物质发电厂需要一定的

场正在逐步培育起来，燃料的收购、配送以及质量、

厂外辅助人员，使整个运营的人工工资和管理成本

价格均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生物质燃料收储运体

提高。

系的成熟有效将直接提升企业盈利水平。

第三，技术问题。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技术水

3. 技术进步将逐步提升生物质电厂的盈利性

平较低，缺乏技术研发能力，设备制造能力弱，技术

生物质发电技术的提升，有效提高机组的热效

和设备生产较多依靠进口，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与

率，
在使用同等燃料的情况下，
输出的电能更多。目

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同时，生物质发电资源评

前，
高温超高压机组已开始在生物质电厂使用，
转化

价、技术标准、产品检测和认证等体系不完善，人才

效率提高到 30%以上，
随着 BIGCC 和热化学技术在

培养不能满足市场快速发展的要求，没有形成支撑

生物质电厂的应用，未来生物质电厂转化效率有望

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

达到 39%，
燃料成本的盈亏平衡点将大大提升。

第四，燃料供应问题。生物质发电产业是典型
的“小电厂、大燃料”，燃料供应是生物质发电项目

4. 碳交易市场将成为生物质发电企业环境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补充

正常运营的前提。例如，若项目容量太大或者项目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

之间规划距离太近，会对生物质发电项目正常运营

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

造成非常不利影响。

交易市场。目前，全国性碳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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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建成村级光伏小电站 4500 个
覆盖贫困户近 11 万户
近年来，河南省把村级光伏小电站建设作为光

的通知》，明确规定：
“ 十三五”期间，全省光伏扶贫

伏扶贫的重点强力推进，确保将光伏扶贫工程打造

主要采用村级小电站形式，原则上不支持集中式电

成“阳光工程”
“ 良心工程”。截至 10 月底，全省已

站。同时，单个村级电站容量控制在 300 千瓦左

建成村级光伏小电站 4500 个，总规模 54 万千瓦，

右，具备就近接入电网条件的可放大至 500 千瓦。

累计发电 9800 万千瓦时，总收益约 9400 万元，覆

以县为单位，总收益户数与总建设规模的配比关系

盖贫困户近 11 万户。

为村级电站每户对应 5~7 千瓦。

河南省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在光照资源条件

目前，河南省正积极推进易地搬迁和黄河滩区

较好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光伏扶贫，既符合精准扶

迁建光伏扶贫专项工程。全省易地搬迁光伏扶贫

贫、精准脱贫战略，又符合国家清洁低碳能源发展

专项工程计划建设村级光伏小电站 276 个，总规模

战略；既有利于扩大光伏发电市场，又有利于促进

69302 千瓦，覆盖贫困户 12948 户，覆盖搬迁人口

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39734 人，预计今年年底前可全部实现并网发电。

为做好光伏扶贫工作，河南省发改委、省扶贫

65 个黄河滩区迁建贫困村也在加快建设村级光伏

办共同编制了《2017 年光伏扶贫工作推进方案》，

小电站，确保在 2017 年年底前建成并网。光伏扶

明确提出以建档立卡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贫实施方案已上报国家待批的兰考县、滑县等 29

较多的非贫困村为主要对象，以财政性资金为主要

个县（市、区）今年年底前将完成所有村级光伏小电

出资来源，以村级光伏小电站为主要形式，因地制

站建设。

宜推进光伏扶贫项目建设，保障扶贫对象获得 20
年以上稳定收益。今年 10 月，河南省发改委、省扶

据悉，
“十三五”期间，河南省还将新建 6946 个
村级小电站，总投资约 120 亿元。

贫办联合印发《进一步规范光伏扶贫项目建设管理

（李运海
李运海）
）



（接上页
接上页）
） 建设正有序推进。未来，生物质发电项

三五”期间将加大对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的支持力

目所产生的减排量通过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度，生物质能发展产业装机规模将持续增长。国家

体系形成的 CCER，
可以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

“十三五”期间将对民营企业发展加大支持力度，民

成为生物质发电企业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补充。

营生物质发电企业的融资贷款有望得到支持，以帮

新思界新能源行业分析人士表示，生物质发电

助其解决资金问题、加快产业投资发展。在国家支

及生物质燃料目前仍处在政策引导扶持期。根据

持下，有魄力、有能力同时又熟悉当地情况的民营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 2020 年，全国生

企业家投资生物质发电厂将具有很大的优势。

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3000 万千瓦，国家在“十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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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

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

北京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
近日，北京市委农工委、市农委表示，为深入学

理、建机制”五大方面。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乡村振兴战

一是编制村庄规划和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

略，北京市将通过三年时间，在全市农村地区组织

案。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结

开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专项

合乡村实际，体现乡村特色，编制每一个村的村庄

行动，
突出农村环境整治，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布局规划、村庄建设发展规划和美丽乡村建设实施

专项行动将在前期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增

方案。二是全面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通过拆

加建设内容，提升建设水平，在时间节点上分三个

违控违、绿化美化、厕所改造、垃圾治理、污水治理、

阶段推进：第一个阶段，到 2018 年底前，全面开展

清洁取暖等系列举措促进全市村庄绿化美化、产业

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完成郊区主要道路沿线、旅游

绿色发展。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

区及重点场所周边 1000 个左右村庄的环境整治及

套建设。到 2020 年基本形成以中心村为核心的

美丽乡村建设任务，编制完成一批村庄的建设规

30 分钟公共服务圈。四是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扎

划，2017 年完成 63 个试点村的规划编制；第二个

实推进村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发挥好农村党组织的

阶段，到 2019 年，再完成 1000 个左右美丽乡村建

战斗堡垒作用和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

设任务，同时，完成剩余村庄建设规划编制；第三个

齐心协力建设美丽乡村。五是建立健全长效机

阶段，到 2020 年，基本完成所有村庄美丽乡村建设

制。通过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和完善考核机制，为

任务。

农村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此次专项行动，北京将通过 10 项任务实现上
述目标，归纳起来为“编规划、治环境、强服务、重治

（王晓君
王晓君//整理
整理）
）

蓝图渐展

忠县乡村振兴

今年 9 月，中共忠县第

笋竹、生态生猪、生态水产等主导产业竞争力，进一

十四届五次全会上通过的

步扩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户一特”覆盖面，努

《中共忠县县委忠县人民政

力实现“产业兴”；通过做优自然生态、整治人居环

府关于加快建设美丽乡村

境、建设乡风文明、提升民生福祉，努力实现绿水青

的决定》，以“一兴四美·七

山之“生态美”、干净整洁之“村容美”、文明和谐之

彩大地”为目标，为未来忠

“乡风美”、安居乐业之“生活美”；以绿水青山为本

县的乡村振兴描绘出一幅

底，以乡村道路和大小河流为线条，以种养产业为

可期的蓝图。

图案，以特色小镇、传统村落、农家庭院为节点，以

据悉，重庆市忠县将通
过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

大树、小桥、水系、湖泊等为点缀，以农民群众和城
市游客为主体，构建
“七彩大地”的印象与魅力。

进一步扩大生态柑橘、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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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废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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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昌市推进
“1331”模式全面系统治理畜禽污染
今年，四川省隆昌市扎实推进“1331”畜禽污

都针对性地制定了“专门实施方案、资金管理办法、

染防治模式，全面系统解决畜禽养殖污染，有力地

奖惩问责”三项保障机制。特别是在禁养区取缔补

促进了农业生态环境改善，更好地推动了现代农业

偿、养殖沼气池建设及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持续健康发展。

资金补助上，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保障。

坚持“一个全面系统防治”。通过“锁定源头、

严格“一个内江黑猪养殖污染治理标准”。新

分类治理、持续保护、监惩并重、统筹攻坚”，使全市

建及规范养殖场，严格参照“内江黑猪”开发利用产

畜禽污染得到全面治理，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

业化项目养殖污染治理标准实施，即严格适养区养

展。自 2 月以来，市农林局牵头对全市养殖存栏 20

殖、严格适宜规模、严格适宜规格沼气配套、严格适

头猪单位以上的 543 户畜禽养殖户、10 头猪单位以

宜养殖废弃物利用及严格适宜的种植消纳能力。

上的养殖户 864 户进行了全面摸底，建立了详实档

通过全面推进“1331”畜禽污染防治模式，全

案，并分类制定了防治措施和整改意见，发出了整

市畜禽污染防治进展有序，成效明显。截至目前，

改意见书 372 份。

全市已关闭禁养区养殖场 3 户，核实应补偿实物 49

突出“三类处置方案”。针对畜禽污染防治的

户；在已建成 61 户 7045 立方米养殖沼气的基础

现状和特点，重点突出了禁养区养殖户的取缔、适

上，今年又建成养殖沼气 4000 立方米以上；在传统

（限）养区养殖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建设和畜禽养殖

直接肥料化的基础上，正在积极尝试有机肥加工、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三大类处置方案。

集中供气及转运服务等多种利用方式。

强化“三项保障机制”。对每类畜禽污染防治，

畜禽养殖污染集中整治

遂宁市
﹃ 三坚持﹄有序推动

今年，四川省遂宁市多

（四川省农业厅
四川省农业厅）
）

力解决畜禽养殖造成的面源污染。
坚持畜牧业布局与种植业发展相结合，大力推

措并举，有序推动畜禽养殖

广“生态养殖+沼气工程+有机肥料+高效种植”的

污染集中整治。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

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通过农牧对接、沼渣沼液

导 ”的 原 则 ，严 格 执 行 禁 养

综合利用，实现“产气、积肥”同步，
“种植、养殖”并

区、限养区制度。对禁养区

举，
“ 经济、生态”双赢。坚持畜禽养殖与废弃物综

的养殖场（户），按照“一场

合利用相促进，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与农村沼气工

（户）一策”的要求，合理制定

程、化肥零增长行动、土壤有机质提升工程结合起

整治补偿方案，依法实施关

来。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户用沼气 35.1 万

闭、搬迁；对限养区的养殖场

座，沼气工程 915 处，形成“猪-沼-果、猪-沼-粮

（户）采取规模调整和完善治

（菜）”等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全市沼肥还田达 36 万

污设施等手段进行整改，着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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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扫描

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

大利亚可再生能源指数调查报告显

占全澳发电量的 7%，2017 年 6 月便
提高到 17.2%，这一变化所带来的
电能源产业的碳污染的缩减量，相

研究报告显示，到 2050 年，
斯里兰卡将实现 100%可再
生能源使用，以满足其当前
和未来电力需求。
《报 告》中 称 ，到 2050
年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电

少了超过一半。2016-2017 财年，

力，斯里兰卡发电量需要从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电量

当 前 的 3700 兆 瓦 提 高 至

可满足全澳 70%家庭的用电需求，

34000 兆瓦，其中，风电占

目前，在建的风力发电工程和太阳

15000 兆 瓦 ，太 阳 能 占

能发电工程一旦完工，提供的电能
将足以满足 90%家庭的需求。
《报告》显示，澳洲可再生能源
最 主 要 的 来 源 是 水 力 发 电（占
40%），其次是风力发电（31%）以及
屋顶太阳能发电（18%），太阳能电
厂发电占比少于 2%，但目前存在众
多大型太阳能电厂在建项目，预示

这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分支将成为该产业的最佳
选项。
澳联邦政府设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RET）是
在 2020 年的电力产出达到全部电力的 20%。
《报
告》认为，澳洲可再生能源产业已步入正轨，将于
2018 年底提前实现该目标。

16000 兆瓦，其余由水电和
生物质能发电来满足。
《报告》中还指出，为了
确保电网的稳定性，斯里兰
卡还需要扩大储能系统建
设 ，即 时 储 能 容 量 要 达 到
3600 兆 瓦 ，储 能 容 量 为

到

当于在澳大利亚行驶的汽车总量减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一份

年
2050
可再生能源电力
100%

澳洲可再生能源增长迅猛

示，十年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只

由联合国发展计划和

斯里兰卡有望实现

究机构绿色能源市场发布的首份澳



近日，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研

15000 兆瓦时。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可
再生能源，减少化石燃料能够帮助斯里兰卡减少燃
料进口费用约 180 亿美元，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投
资缺口高达 500 亿美元。对此，亚洲开发银行表
示，亚洲开发银行将持续为斯里兰卡低碳发展提供
支持。

（王晓君
王晓君//整理
整理）
）

（王晓君
王晓君//整理
整理）
）



（接上页
接上页）
） 已建成有机肥厂 5 个，年产有机肥能力
19.4 万吨，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0%。

全市农业（畜牧）部门在排查督导过程中向有关县
（区）、单位发出整改通知 26 份，向环保部门移交养

坚持包片负责、真督实导，较真碰硬、敢于问
责，有效推进农业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截至目前，

殖环境违法案件 97 件，共处罚款 79.45 万元，实施
追责问责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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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千座沼气池

3-9

王炳华委员 以新能源驱动传统能源
行业转型升级

3-9

秦红三代表 国家应尽快解决新能源

量 5800 万吨标准煤

电力与电网企业矛盾

1-15

“十三五”时期全国农村沼气发展的
指导性文件出台

1-16

周玉环代表 守住生态红线抓好资源
3-11

保护

用好寒地黑土耕地

点击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能环关
3-1

键词

3-10

苏艳霞代表 推广秸秆还田 保护和使

“两会”谏言

农业部推动五大专项行动治理农业

3-11

张全国委员 控推乡贤文化 推动乡风
3-12

文明

海南团代表委员热议美丽乡村建设

3-2

3-12

陈吉宁代表 把农村环保放在更突出

邵峰晶代表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推动

生态环境

3-4

位置

付华廷代表 加强畜禽粪便资源化
3-4

利用

我国生物燃气行业快速发展

3-13

李书福委员 发展甲醇燃料 加快在全
国推广甲醇汽车

3-16

农村增绿 村里人乐居城里人向往
3-5

政策方向

朝克代表 科学协调建立生态环境监
3-6

测网络

专集

3-8

到 2020 年我国生物质能实现年利用

资源化利用围绕就地就近用于农村
能源

3-8

杨道喜代表 用法律手段保护青山

五大能源环保产业被列入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目录

2-1

3-6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动员部署中央国

李小琳委员 要站在子孙后代角度看

家机关脱钩协会商会学习宣传贯彻

绿水

3-7

待能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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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精神

11-1

2017 年 12 月

总目录

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 5 次提到社会组织
11-4

10-7

申报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第三次全国

农业部发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

代表大会暨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战 确保取得明显进展

“十九大”代表热议生态文明建设
10-1

图解全国农村沼气发展
“十三五”
规划

全国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座谈会在

2-5

11-11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 加快

中国专家赴尼泊尔参加 ISO/TC285

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

京召开

清洁炉灶标准会收获颇丰

行业动态

总站接连开班

6-11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6-12
高尚宾 农业环保部门是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的中坚力量

6-12

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座谈会在哈
召开

6-13

2017 安徽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
在合肥举办

6-13

农业部检查广西规模化生物天然气
工程试点项目

8-12

新获批 12 项农村能源行业标准 12
月 1 日起实施

8-13

国家能源局：2017 年上半年光伏新
增装机 2440 万千瓦

8-14

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成功召
开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8-15

20 名农业青年赴德取经

8-16

9-10

国家能源局朱明：上半年我国可再生

化工作

2-7

专家为农村能源革命建言献策

2-9

两主办协会被民政部评为 3A 级社会

农业绿色发展

11-13

组织

2017 太阳能热利用培训在京开班
11-14
五项太阳能热利用能源行业标准通
11-14

过技术评审

四川农村沼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
发规模国际领先

11-15

甘肃敦煌首次尝试 100%清洁能源
11-15

供电

农业部印发通知部署第二次全国农
业污染源普查工作

12-1

第一次全国农业污染源普查

12-2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高
尚宾副站长 衢州市以实际行动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3

“中国农村安全饮水与水资源环境保
护”项目评估会在京召开

12-4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论大力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

4-1

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

4-4

农业部确保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
取得实效

4-6

农业部发布秸秆农用十大模式

4-7

“秸-沼-肥”能源生态模式

4-8

沼气论坛 2017 中国环博会期间在沪
召开

4-9

从环博会上的农废论坛看农废行业
发展

4-9

培训绿色村镇建设人才 农业部生态
总站走在前

4-10

安徽财政奖补秸秆综合利用

4-11

2020 年全国将建成 300 个种养结合
农业示范县

8-1

农业部、
国家发改委：
支持200个畜牧

聚焦

四部委出台指导意见 推进北方城镇
清洁供暖

11-12

《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

培训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农业部生态

2-4

10-10

议召开

点击
“十九大”

2-2

方案》

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8-7

农村能源革命

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献策农
8-8

9-12

韩长赋主持召开农业部常务会议 传

业绿色发展

辽宁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多措并举

达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

靖远县实施低碳农业工程改善生态

能源行业发展稳中有进

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

9-13

2-1

的重要讲话

广西区多举措力抓农村能源安全生产

果菜茶品质提升 沼肥将大有可为

9-13

2-2

2018 年农业部部门预算项目开始

《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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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8-8

减少使用化肥农药 遏制农业面源
污染

8-9

大理：
停客栈 增绿水 让洱海减负8-9

总目录

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

通川区全面打响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2017 年 12 月

11-10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8-10

攻坚战

砀山县多措并举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8-11

产业化发展

园生态系统 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10-3

绿色发展·农废资源化利用

创新草原保护制度 推进生态文明
10-4

建设
国务院印发文件 推进畜禽养殖废弃
6-1

物资源化利用

制度是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6-3

的根本保障

农业部 财政部全面部署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项目实施工作

6-5

三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
6-7

图解

农村能源

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打造循环田

强化耕地资源保护 推进节水农业
10-5

发展

六部委联合发文 从需求侧力促可再
生能源消纳

农业部批复农业部农业废弃物能源
化利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初步设
12-5

计和概算

中国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

推进化肥农药减量 促进农业绿色
10-5

发展

优化农业主体功能和空间布局 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

10-5

建立和完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

12-5

12-6
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成效 阻碍 发展
12-7

趋势

河南建成村级光伏小电站 4500 个
覆盖贫困户近 11 万户

12-9

10-6

业补贴制度

农业部 财政部遴选确定 2017 年畜
禽粪有机肥利用 51 个重点县

6-8

大足：生活垃圾
“变废为宝”

6-9

旌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显成效
6-10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站

12-10

长王久臣 总结推广一线经验推动乡
11-4

村振兴

忠县乡村振兴 蓝图渐展

12-10

7-1

规模化种养结合的畜禽废弃物利用
模式

7-3

钢结构沼气发酵装置

7-5

砥砺奋进的五年·喜迎十九大

吉林省公主岭市秸秆还田实现“变废
11-5

为宝”

辽宁省举办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工作
11-6

现场推进会

农业部生态总站赴屯昌县调研生态
循环农业

2-10

屯昌县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2-11

海伦市大力推进秸秆压块燃料利用

农废资源化利用

11-7

我国清洁能源持续扩容

9-2

文安县“2+4”新机制抓秸秆禁烧成

北京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9-2

效显著

吉林扎实推进生态修复 民富日子甜

生态循环农业典型

11-5

工作

河南环保监管惠民生

北京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

宁 夏“ 三 举 措 ”全 面 推 进 秸 秆 禁 烧

沼气
沼气行业现状及发展机遇

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乡村振兴

11-8

农业部出台行动方案 加快推进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

7-7

甘肃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湖南 坚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9-3

78.6%

用 实现绿色化发展

9-4

张家口塞北管理区推进畜禽粪污综

湖南“三结合”推进畜禽粪污能源化

11-9

合利用 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11-9

“无膜棉”问世新疆或将破解地膜污

利用

9-5

江西永丰山美 水美 家就美

9-7

染难题

福建多措并举挖掘生态潜能

9-9

江西德安出台文件治理畜禽养殖污染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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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科技联合行动推进京津冀地区畜禽
养殖废弃物利用

10-16

甘肃省政府引导培育农膜回收市场
体系

10-16

海东因势利导 残膜回收率达 85%

2017 年 12 月

总目录

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

10-17

6-17

能源革命

隆昌市推进“1331”模式全面系统治
理畜禽污染

12-11

遂宁市“三坚持”有序推动畜禽养殖
污染集中整治

12-11

我国将从六大方面全面推进能源

太阳能热利用

5-6

革命

关于我国农村能源发展道路的思考

太阳能热利用行业新旧动能正在转换

5-7

秸秆综合利用

9-15

绿色发展

光伏发电

牵住绿色发展“牛鼻子”推动农业可

中国铁路系统首个光伏发电示范项

两部委联合评价 2016 年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试点省

7-9

黑龙江省大力开展秸秆压块燃料试
10-11

点项目

持续发展

5-1

智慧型绿色村镇——计鹿村

5-6

目在呼和浩特并网

协会盘点

辽宁省举办大规模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培训班

头上解决秸秆污染

煤改清洁能源

10-12

吉林省出台具有法律效力文件 从源
10-12

重庆市渝北区秸秆还田变身土壤“营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 2016 年大
中央及部分省市政策力导“煤改清洁
5-4

能源”

协会动态
能源互联网

大庆市探索长效机制拓宽秸秆燃料
化利用道路

10-13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第六届理事
全球能源互联为
“一带一路”添动力

哈尔滨市呼兰区多举措推进秸秆压

5-11

10-14

合肥“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迈开

块燃料利用试点

庐江用财税政策推进秸秆发电
10-15

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

6-14

清洁炉具

5-12

大步

国家能源局公布首批 55 个能源互联
7-14

网示范项目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2-13

事记

10-13

养餐”

7-14

首批“互联网+”智慧能源（能源互联
网）示范项目名单

7-15

加快推广高效环保燃煤炉具是解决
雾霾的有效途径

4-12

第十一届中国节能炉具博览会圆满
4-14

落幕

北京市举办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监
测技术培训

4-14

亮点工程

地市县交流

民和特大型沼气工程关键技术及运

旌德县“三模式”助推生态农业清洁

广东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取得显
著成效

4-15

推广环境友好技术 提升农业应对气

5-13

行管理经验

候变化能力 农业部生态总站连办培
训班

7-10

世界银行贷款广东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项目

7-11

7-12

5-15

房县推进光伏进村助力精准扶贫
5-15

美丽乡村

呼和浩特市发力打造清洁电力输出
贵州从江
“厕所革命”绘就农村美景
6-9

安陆市农田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
成效显著

化生产

发挥沼气效能 助力宜居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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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5-16

大连市线上线下开展农村能源宣传
工作

8-12

总目录

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

用户指南

7-16

会自身建设

2017 年 12 月

2

先进集体”称号

欢迎参加 2017 中国民用清洁采暖高
25 项户用沼气安全使用指南

6-16

软体沼气发酵装置

8-17

2017 中国民用清洁采暖高峰论坛落
清洁能源船动力自供 开启 6 年航行
7-11

醇基燃料

14 部门联合发文鼓励使用清洁能源
“醇基清洁燃料”简介

7-17

11-7

货车

征集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征

5-17

集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典型模式 1-17

“中德沼气技术合作论坛”及赴德废
6

弃物处理培训与考察

英国航空计划将垃圾转化成燃料供
客机使用

11-17

澳洲可再生能源增长迅猛

12-12

到 2050 年斯里兰卡有望实现 100%
12-12

业委员会 2016 年会

1

秸秆综合利用 设备提供支撑

2

图解 2017 年政府工作预期目标

3

2017 第十一届中国节能炉具博览会
掠影

4

河北新能源小镇——计鹿村

5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征集农村清
11

12

封底
2017 年年历

1

“第十一届中国节能炉具博览会”即
2、
3

将召开
鑫华新·戴夫勒超净排放数控炉

4

2017 第三届上海国际农业废弃物

6

无害化处理及环境友好型投入品

弃物处理培训与考察

7、8、9

有机肥循环化综合利用项目

4-5

卧式搅拌秸秆沼气干发酵工艺在极

东海又添
“渔光”互补电站

6-4

寒地区显身手

10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被评为 2016
年度 3A 级社会组织

图说新闻

10

余欣荣：推进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

“中德沼气技术合作论坛”及赴德废

阿鲁科尔沁旗规模化生物天然气与

中国沼气学会创新开放办年会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节能炉具专

取得实效

封面故事

7、8、9

微信服务号隆重登场

11-16

11-17

可再生能源电力

5

《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

封二

5-17

芬兰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2018 年或
超化石能源

民和特大型沼气工程

洁取暖解决方案产品及案例

2017 年“六·五”环境日中国主题 绿
中国领跑全球清洁能源发展

4

请表

澳大利亚跻身全球十大太阳能利用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下帷幕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团体会员申

世界扫描

国家

3

峰论坛

简讯

11

老万集团倾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12

5、6、7

展览会
寻找沼气领域的独角兽

8、9

2017 年中国太阳能热利用行业年会
10

征文

《农村可再生能源及生态环境动态》
微信服务号隆重登场

11

2018 年年历

12

安徽首座光伏发电停车场年可发电
33 万度

8-14

社会组织
学习社会组织党建知识 加强协会商

封三

总目录

2016 年中国太阳能热利用行业年会
暨高峰论坛掠影

1

宁夏农村能源工作站荣获“全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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