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綦江区永新镇村民母世容

将26公斤废弃棚膜和11公斤废弃地

膜拿到永新镇供销社废弃农膜回收

点销售。今年秋收期间，母世容先后

4次将废弃农膜交到回收点，共卖得

1192元。这些被回收的农膜将被送

往綦江区合民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加工车间，被加工成再生塑料颗粒实

现回收利用。

农膜，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生

产资料。上世纪 70 年代，地膜覆盖

技术从日本引进我国，为我国农业带

来了一场“白色革命”，极大地提高了

部分农作物的产量和效益。然而，随

着地膜覆盖技术的迅速普及，一些使

用后的地膜未及时回收，成为田间的

白色污染，对农业生产构成了潜在威

胁。

近年来，重庆将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工作纳入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

重要内容大力推进，通过严格制定标

准，建立完善的回收体系来解决田间

白色污染，让废弃农膜得以通过回收

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在农村建废弃农膜回收网点

就解决废弃农膜带来的污染这

一难题，我市农业部门一直在积极推

进相关工作。2018年，重庆将废弃农

膜回收工作交由市供销总社牵头实

施。

今年5月，市政府办公厅又印发

了《重庆市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管理办

法》，明确了废弃农膜包括的范围，即

废弃农用地膜(含烟草种植用膜)和农

用棚膜，以及种子、肥料、饲料塑料包

装袋，聚乙烯育秧盆、营养杯、聚乙烯

滴灌管和水带等。同时，还细化了市

级牵头、配合部门和区县、乡镇、村组

职能职责，要求加强回收利用网络体

系建设、资金支持与回收、加工企业

日常管理等，促进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制度化、规范化。

市供销社综合经济发展处处长

皮晋介绍，按照“村、乡镇(街道)回收

转运——区县集中分拣贮运——区

域性加工”模式要求，依托我市供销

系统网点优势，全市目前已建立乡镇

(街道)回收网点820个，覆盖了80%的

涉农乡镇(街道)，16 个贮运中心、15

家企业承担了全市废弃农膜利用加

工任务，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已初步形

成。

“庄稼生长靠扎根，废膜影响根

不深……”10月30日，綦江区永新镇

供销社农膜回收点门口的宣传栏前，

不少农民正在读废弃农膜回收宣传

语。秋收已过，农膜回收点内满满当

当地堆满了废弃的棚膜和地膜。

“过去，农民普遍不知道废弃农

膜的危害。”永新镇供销社相关负责

人说，在建立专门的废弃农膜回收点

后，綦江区发放了废弃农膜回收倡议

书，编制了废弃农膜回收顺口溜，对

废弃农膜的危害进行了广泛宣传。

如今，已有不少农民主动拿着废弃农

膜来回收网点销售，仅今年，该网点

便已回收废弃农膜7.84吨。

白色垃圾也可变废为宝

回收后的废弃农膜，其实是一种

可再生资源，通过加工后可实现变废

为宝。

在位于綦江区的合民鑫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仓库里堆满

了回收的废旧农膜。记者在现场看

到，废旧农膜被粉碎、清洗后，通过热

融、挤出，就变成了再生塑料颗粒。

这些再生塑料颗粒呈黑色，大小如米

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塑料颗

粒全部就近卖给綦江区工业园区的

企业，用来加工塑料板凳、警示筒等

塑料制品，从而实现变废为宝。据了

解，这个生产车间今年 9 月投入运

营，设计产能为每天10吨，完全能够

“消化”该区回收的废旧农膜。

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市已回收

废弃农膜 8782 吨，完成全年任务的

110%。其中，交售加工企业7124吨，

也就是说，今年我市已有 7124 吨废

弃农膜得到重新利用。

据了解，到2020年，我市废弃农

膜回收将覆盖所有涉农乡镇，新建回

收网点 210 个、贮运中心 22 个，实现

每个赶集场镇至少设有 1 个回收点

(站)，每个区县(除渝中区)至少建成1

个贮运中心的目标。届时，我市废弃

农膜回收利用率将达到80%以上。

推广可降解地膜减少白色污染

除了回收再利用，一种新型地膜

正在我市 14 个区县进行试点示范，

为彻底解决农田白色污染提供新路

径。

这种地膜就是生物可降解地膜。

传统地膜原料为聚乙烯轻类化

合物，难以在自然条件下降解，只能

通过回收来防止其残留。而新型的

生物可降解地膜，其原料为木薯和玉

米淀粉，通过发酵形成乳酸，到聚乳

酸，再到最终吹膜成型，在田间土壤

特定的环境下，可通过土壤里面的微

生物咬食进行降解，最终形成二氧化

碳和水回归于土壤，无需回收。

记者在位于綦江区篆塘镇珠滩

村的綦江区可降解地膜试验基地看

到，这里使用的地膜外观上与普通地

膜并无差异，但手感上却没有塑料制

品的抗拉伸感，而是具有纸张的脆

性。

据了解，这个基地是一个桃树果

园，面积约 150 亩，覆膜的目的是为

了有效除草。在今年 7 月铺设的地

膜试验区，黑色的地膜已经开始破

裂，工作人员称这正是地膜在微生物

的作用下发生的降解反应，整个地膜

将在 50—250 天的周期内全部降解

完毕。这种全生物降解地膜的成本

为每亩地120元，比使用符合国家标

准的普通地膜每亩价格要高出约30

元。

皮晋介绍，结合重庆市“无废城

市”试点建设要求，今年我市在沙坪

坝、渝北、綦江、江津、梁平等14个区

县开展了加厚和可降解地膜推广示

范，明年全市将继续安排 15 个区县

开展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用三年时

间实现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覆盖全

市所有涉农区县。

农用地膜的应用为
节约用水、提高农作物产
量带来了革命性突破。
但大量的废旧农膜不及
时回收，不仅污染环境，
也对耕地质量构成潜在
危害。我市废旧农膜回
收利用情况如何?又有哪
些难题亟待破解？

核心提示

綦江区永新镇废弃农膜回收点

位于綦江区的重庆市合民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对

废弃农膜进行加工再利用 位于綦江区篆塘镇的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基地

文图\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据《重庆日报》，内容有删减

“白色革命”带来“白色污染”

废弃农膜如何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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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为何有多种名称？

当人们第一眼看到张洁

时，绝对不能想象，眼前这个

个子小小的，看起来温温柔柔

的90后美女，是一位从事刑事

技术的女刑警。

而这位女刑警，因为专业

技术过硬、工作认真负责，已

经是綦江公安系统的“小网

红”。

前段时间，她又在朋友圈

里“火”了。究其原因，是她在

出现场的时候受伤了。大面

积的擦伤让看到的人都觉得

心疼，而张洁自己觉得没什

么。她表示，相机没有摔坏就

好了。说起受伤这个事情，张

洁认为是小事，因为她经常会

受伤。

本能保护设备
小个子大能量

9月18日18时许，张洁接

到报警后，前往东溪镇出勘一

起入室盗窃案。在勘查现场

的过程中，因天黑光线暗且房

屋外坝子地面凹凸不平，张洁

不慎踩进坝子边缘的一个暗

坑，因重心不稳仰面摔倒在坝

子边缘，背部抵上了较尖锐的

石头，随后又从坝子边缘滚落

至距坝子1.5米高的坎下。滚

落过程中出于本能，张洁用右

手紧紧护住相机以免相机受

到磕碰。相机丝毫未损，而张

洁的右前臂直接接触地面，造

成大面积擦伤。

张洁顾不上伤处疼痛，爬

起来继续勘查现场，直到22时

勘查结束回到单位才开始清

理伤口。经检查，张洁右前

臂、右大腿、腰背部等全身多

处大面积擦挫伤。

事后提起此次受伤的经

历，张洁还有点不好意思，“因

当时勘查现场心切，未注意个

人安全而摔倒受伤，让领导和

同事们担心了。”

出勘即是挑战
擦伤乃是常事

其实，出勘这样环境的现

场只是张洁的工作日常。对

她而言，摔倒只是小事。

我区地处渝南地区，紧挨

贵州省，多山路和农村。作为

一名现勘民警，尤其是现勘女

民警，面临更多具体环境的挑

战，不仅要求专业工作技能的

不断提高，更要具备较强的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那些需出勘的案件在不

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被人发

现。无论是暴雨倾盆的黑夜

抑或是酷暑难耐的午后，虽然

出勘现场的时间和环境都不

确定，但张洁和同事们都要第

一时间赶到荒废的房屋、路途

坎坷的山谷、长满荆棘的悬崖

峭壁等地方勘查现场。

今年以来，像这样的现场

张洁就经历了30余起。每出

一起这样的现场，都是一次对

身心的巨大考验。擦伤都是

平常事。张洁每次都能沉稳

冷静应对，以高标准高要求完

成勘查任务。

事后谈论起现场勘查的

危险性，张洁总是说“还好”

“没什么”。

高中立志从警
如今蜕变骨干

张洁从警校毕业后参加

公安工作。谈及为什么考警

校当警察，她说起高中的事

情。有一次，她亲眼看见一个

小偷用夹子偷走了一个女同

学的钱包，而当时的她懵了，

想 喊 也 喊 不 出 来 。 她 很 自

责。老师开导她，让她觉得必

须 要 自 己 强 大 才 能 惩 治 犯

罪。因此，当填报高考志愿

时，她坚定地报考了警校。

现在说起高中时的“梦

想”，张洁还有点不好意思。

虽然现在的她是一名刑事技

术人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刑

警，但是张洁觉得自己已经完

成了高中时期的梦想，而现在

的梦想就是做好每一次的现

场勘查。

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从

第一次出勘时的不知所措，到

现在的严肃认真，张洁把每一

次出勘都当做是一次成长的

好机会。现在的她，是基层派

出所最喜欢的现勘民警，不仅

办事效率高而且质量也很好，

是区公安局现勘工作的骨干

力量。

张洁在本职工作岗位上

的刻苦钻研、锐意进取，让她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敬业精

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交出了一份又一份令人民满

意的答卷。

她参与了多起重大案件

现场的勘验，通过对案件现场

的准确分析和痕迹物证检验，

对案件破获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在盗抢骗案件侦

破中，通过指纹、DNA比对破

获系列盗窃门市案30余起、系

列盗窃车内物品案20余起、系

列攀爬盗窃案10余起。

2016 年 12 月 张 洁 荣 获

“重庆市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2016 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2017年获嘉奖……

张洁认为，自己的从警之

路不单单就是这些荣誉，而是

继续用手中的勘查灯，寻找犯

罪的蛛丝马迹，探寻案件的背

后真相！

通讯员 辛森芸 姬旋

出勘即是挑战
90后警花摔倒不怕破相 日常生活中看见摔倒在地的老人，扶与不

扶？救与不救？近日，区公安局刑警支队辅警小

石用他的行动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

当天，辅警小石外出办事路过綦江汽车站出

站口时，听见旁边一市民说“有个老年人摔倒

了”。小石循声望去，看见对面人行道护栏边一

个老大爷倒在地上。小石立即小跑过去，经简单

观察老人未出现骨折等症状后，便小心翼翼将老

人扶了起来。因面部倒地，老大爷额头、鼻子、嘴

角等多处流血。小石立即发动群众到附近的区

中医院请医生前来救助。

没过多久，区中医院的医生赶到。经紧急包

扎和处理，小石和旁边群众合力将受伤的老大爷

抬上担架，一路送至医院。到医院后，小石了解

到受伤的老大爷名叫罗某某，93岁，家住綦江汽

车站旁的小区，在回家路上不慎摔倒。由于老大

爷受伤语言表达困难，无法获取其家人信息。小

石到小区与物管联系，经逐栋排查，终于联系到

该老大爷的儿媳梁某某。11时20分左右，待该

老大爷的家人来到医院后，小石方才离开。

民警提醒：高龄老人外出时监护人一定要

陪同，避免出现意外事故。 据平安綦江

路遇老人摔伤，扶不扶？

我区一辅警给出“最美答案”

目前在市面流通的药品往往有多个名称，

给患者选购药品带来诸多不便。在药品使用

说明书【药品名称】项下一般都列出了药品的

通用名称、商品名称、英文名称和汉语拼音，在

有关的药物手册上还列出了药品的别名。对

药品的这些名称，患者在用药前首先要明白其

概念，以免糊涂用药。

（1）通用名称

即国际非专利名称，指在全世界都可通用

的名称。如阿司匹林、青霉素等。中国药品通

用名称是由国家药典委员会按照《药品通用名

称命名原则》组织制定的中文法定名称，是同

一种成分或相同配方组成的药品在中国境内

的通用名称。一种药物只有一个通用名称。

因此，凡上市流通的药品的标签、说明书或包

装上必须要用通用名称。

（2）商品名称

许多生产厂家或企业为了树立自己产品

的形象和品牌，除了报批了通用名称之外，往

往给自己的产品再注册一个商品名称，以示区

别其他企业的产品。一般在商品名称的右上

角加注 R，说明这个商品名称已被注册，其他

厂商不得再使用。同一种药品由于生产厂家

不同往往注册不同的商品名称，药品宣传大多

使用商品名称。在用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使

用说明书，弄清药品的通用名称和商品名称。

因为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种药品，尽管商品名

称不一样，但其通用名称是一样的。只要通用

名称相同就属同一种药品，不可同时服用，否

则会重复用药，后果严重。

（3）别名

由于一定历史原因造成某药曾在一段时

间使用过一个名称，后又统一改为现今的通用

名称，那个曾使用一段时间、人们已习惯的名

称即称为别名。例如雷米封为异烟肼的别名，

扑热息痛为对乙酰氨基酚的别名等。

重庆市綦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