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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新华社福州 11 月 25 日电
(记者邰晓安)泉州市政府 11月
25 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泉港裂解碳九泄漏事件处置
和事故调查最新情况。通报表
示，经调查，泉港化学品泄漏事
故主要是企业生产管理责任不
落实引发的，共造成 69 . 1 吨化
学品泄漏。目前，7 名直接责任
人员已被批捕。此外，湄洲湾港
口管理局、泉州市交通运输委、
泉港区等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
的相关人员也受到处理。

泉州市市长王永礼通报表
示，经调查，2018 年 11 月 3 日
16时左右，宁波舟山通州船务
有限公司的“天桐 1 号”油轮靠
泊泉港东港石化公司码头，拟
接运东港石化公司工业用裂解
碳九。当晚 18时 30 分左右，岸
上人员开始对东港石化码头输
油管道进行裂解碳九装船作业
的准备工作。在码头吊机长期
处于故障的情况下，操作员违
规操作，人工拖拽，用输油软管
把岸上设备和船舶连接起来，
并用绳索固定软管。晚上 19时
12 分，后方油库通过库区专用
装船泵向“天桐 1 号”货船输送
裂解碳九物料。11 月 4 日凌
晨，随着潮位降低、船重增加，
船体不断下沉，连接岸、船的软
管也随之不断下拉，由于连接
岸、船的软管两端都被绳索固
定，致使下拉的长度受限；0 时
58 分许，强大拉力将软管拉
裂，裂解碳九从管壁破裂处外
泄。1 时 13 分，码头作业人员
发现泄漏，立即采取停泵关阀
措施；1 时 21 分，油品停止泄
漏；同时，企业立即组织对围油
栏内油污进行回收，使用吸油
毡吸起了大部分泄漏物。

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安全
生产意识薄弱、管理无序、主体
责任不落实：一是码头装船操
作员工与“天桐 1 号”船舶作业
人员违规操作，根本未按照《油
船油码头安全作业规程》进行
操作，且现场值守巡查不到位。
二是东港石化公司没有及时开
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处于故障
状态的吊机没有及时修复。三
是故意将软管破裂报告成法兰
垫片老化、破损。调查组认定，
泉港化学品泄漏事故主要是企
业生产管理责任不落实引发的。

通报表示，事故发生后，东港石化公司依据商检机构
(第三方)装船储罐前检尺及储罐后检尺对比进行计算，得
出的泄漏量为 6 . 97 吨。调查发现，东港石化公司一开始就
刻意隐瞒事实、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瞒报数量，性质十分恶
劣。

王永礼表示，事故的发生，主要是企业严重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主体责任不落实导致的，也有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
履职不到位的问题。

调查组认定，东港石化公司、“天桐 1 号”油轮公司无视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没有履行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是
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直接责任单位。公安机关以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对东港石化公司包括法人代表黄某仁
在内的 6 名企业人员和“天桐 1 号”油轮包括值班水手长叶
某彪在内的 4 名操作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已批捕
黄某仁等 7 名直接责任人员。

关于属地责任，调查组认定，泉港区党委、政府没有按
应急预案分工组织实施，个别部门履职不到位，安全生产属
地管理责任不落实。经泉州市委研究，已责令临时主持泉港
区委工作的区委副书记、区长颜朝晖向泉州市委、市政府作
深刻检查，待进一步查清事故责任后再作处理；给予泉港区
委常委陈相成免职处理，建议按照法律规定免去其副区长
的职务；责令泉港区给予区交通运输局局长朱辉阳、区安监
局临时负责局务工作的主任科员刘建康停职检查处理，待
进一步查清责任后再作处理。

关于行业监管责任。调查组认定，辖区湄洲湾港口管理
机构存在行业安全监管意识淡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
到位、日常安全检查走过场，以及履职不积极、报告不及时、
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目前，湄洲湾港口管理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陈文雄已
被责令停职检查，待进一步查清责任后再作处理；湄洲湾港
口管理局肖厝港务站站长李庆社已被责令停职检查，待进
一步查清责任后再作处理；湄洲湾港口管理局肖厝港务管
理站副站长连建兴已被免职处理。

鉴于泉州市交通运输委对辖区内船舶运输安全工作也
负有监管职责，泉州市委还决定，给予临时主持泉州市交通
运输委工作的党组成员吴福荣诫勉。

泉州市通报表示，此次事件泄漏的 69 .1 吨裂解碳九，除
清理打捞约 40 吨外，大部分已自然挥发。为评估此次泄漏事
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事故调查组和生态环境部华南科学研
究所专家团队，根据事发当时气候条件、潮流潮速等情况进
行推算和反演，认为此次裂解碳九泄漏对周边村庄大气环境
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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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成、张典标、崔宇

11 月下旬，贵州高原上，冬天的风让人直
打哆嗦。刚过下午 5 点，天色就逐渐暗了下来，
而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镇岭丰村的山岗
上，成片的皇竹草在微风的吹拂下绿得发亮。

“这片以前都是荒山。”新铺镇党委书记张
向华指着面前的山头说。

从石漠化的荒山到“绿色草海”，变化始于
两年前。

救急草：向荒山要效益，为石

漠添绿衣

2016 年，关岭县制定“关岭牛”三年振兴计
划，把“关岭牛”作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
康的重要抓手。

张向华介绍，2016 年，新铺镇刚开始养殖
“关岭牛”的时候，全镇共购进了 2000 余头能繁
母牛和育肥牛。

“但是到了年底，新铺镇的合作社、农户在
养牛上吃了‘草’的亏。”原来到了秋冬季节，山上
的草都枯了，养殖户只能去省外购买饲草，成本
很高，当时养牛基本上挣不到钱。

“后来我们吸取教训，决心自己种草养牛。”
张向华说，县里面组织了一批干部到别的省份
进行考察，综合考虑认为皇竹草营养价值相对
较高，是牛理想的饲草，所以决定在新铺镇试点
种植。

2017 年开始，新铺镇打算用耕地种植皇竹
草。

“耕地本来就少，一听说是用来种草，很多
农户舍不得。”张向华介绍，新铺镇共有 2 万多
人口，耕地面积 1 . 5 万多亩，人均不足一亩。

最终，新铺镇只得将原本毫无用处的 2 万
多亩荒山改造成为梯地，用于种植皇竹草，并且
打通了 300 多公里的荒山产业路。皇竹草种下
去不到 3 个月，原来光秃秃的荒山就变成了四
季绿草青青。

“今年就不一样了，好多村民都到合作社里
来学习经验，打算种植皇竹草，周边的区县都来
我们这里订购皇竹草，根本不愁销路。”张向华
说，明年打算扩大规模，再增加 2 万亩“坡改梯”
项目用于种植皇竹草。据介绍，新铺镇党委、政
府向农户免费发放草种，鼓励农户种草和养牛。

村民的变化为什么这么明显？原来，皇竹草
和其他农作物相比，优势很突出。“首先，皇竹草
适应性强，石漠化治理效果明显。其次，皇竹草
营养价值相对于关岭县荒山上的野草要丰富得
多，是牛喜欢食用的牧草。第三，皇竹草产量高，
种植和管理相对粗放，是多年生植物，种下去之
后至少七八年可以持续收割，在中低海拔地区
一年可收割 4 到 5 茬，经济效益明显。”关岭县
草地中心主任罗杰介绍。

致富草：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不一定是往“高大上”调

如果说在荒山种植皇竹草是明智之举，那
么在良田种植皇竹草则让人很费解。在断桥镇
大理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就看到不少连片、平
整的土地都用于种植皇竹草。

作为皇竹草种植试点，大理村的合作社今
年种植了 400 多亩皇竹草。皇竹草生命力旺盛，
植株一般有 2 米多高，和甘蔗差不多一个高度。

“一年不到，已经收割了 3 茬，再过几天就可以
再收割 1 茬。”大理村党支部书记蒋大才指着成
片的皇竹草说，由于土地肥沃，皇竹草的长势非
常喜人，甚至能够达到三四米高。

蒋大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皇竹草土
地流转费用 700 元，第一年人工、草种、肥料投
入大概 800 元，一亩地一年能收割 4 茬共 5 万
斤左右，按照 1 斤 1 毛钱算，第一年就能实现
3500 元以上的纯收入。

“从第二年开始，就不需要投入草种了，成
本就会降低。”蒋大才说，和当地时兴种植的甘
蔗相比，皇竹草成本低、风险小，收入却和甘蔗
相差不大。

从种蔬菜到种牧草，看似是产业降级，但在
蒋大才看来，却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

2018 年初，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录生就
曾调研并撰写相关文章论述皇竹草代替玉米种
植的重要性。王录生认为，贵州人多地少，过去
种玉米连年翻耕，植被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
导致种植玉米效益低。他认为，继续种植玉米不
可能脱贫致富，更不可能振兴乡村。

“皇竹草是高产牧草，它的生长期长达 30
年，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营养价值高，种植三个
月就可割草喂畜。种植皇竹草可加快发展牛、羊

生态养殖业，延伸农村产业链条。”王录生说。
无论是荒山上种草还是耕地里种草，都

是关岭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山地生态畜牧
业的一部分。

关岭县委书记黄波表示，关岭县长期以
来受制于石漠化严重、人均耕地面积少，产
业难上规模，经济基础薄弱，是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从 2016 年就开始布局产业
结构调整，两年多来，每个村在不同的海拔
地段以不同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发展不同的
产业。而种植皇竹草、养殖“关岭牛”就是
其中重要内容。

“2014 年，我们县委、县政府就开始思索
产业选择的问题，早熟蔬菜、花椒、精品水果
等都进行过尝试，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则不
尽如人意。”黄波说，当时我们没有找到一个
具有普遍性，全县都可以做，而且几乎大多数
农户都喜欢做的产业。“综合这几年方方面面
的探索，最后确定将‘关岭牛’作为我们的主导
产业。”

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饲草不足的
问题，并因此引入了皇竹草产业。通过将草产
业与牛产业相结合，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双丰收。

养牛草：种草“养”牛，牛粪

“养”草，养牛不再污染环境了

自从种上皇竹草，本地“关岭牛”产业的
面貌就大不一样了。

和皇竹草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关系。种草养牛，不仅解决了养牛过程中最关
键、最核心的饲草问题，而且造就了绿色生态
畜牧业发展的循环经济。

黄波介绍，关岭农村历来有养牛的习惯，
有比较深厚的养牛文化，牛作为一家人中重
要的“劳动力”，在当地农民生产生活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志》
也记载，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关岭牛”就被
列入全国优良的畜禽品种之一，具有皮薄、骨
细、出肉率高等特点。

在新铺镇金龙村养牛户冯念的牛棚里，
记者看到 30 多头牛正在吃草。不远处的地
里，长满了茂盛的皇竹草。冯念说，这一季就
快要收割了。

早在关岭县发展“关岭牛”产业之初，冯

念就购进了 10 头牛，开起了养牛场。2016
年，镇里面开始推广皇竹草种植的时候，冯念
又“嗅”到了先机，在自家的 30 多亩耕地里种
上了皇竹草。2017 年，他又流转了 20 亩耕地
用于种植皇竹草。

2 年时间里，冯念的 10 头牛变成了 30
头，30 亩皇竹草变成了 50 亩。冯念说，明年
他打算再扩大 30 亩皇竹草种植，以期能够养
殖更多的“关岭牛”。

在新铺镇，像冯念这样种草“养”牛的例
子还有很多。张向华说，这个“养”有两层含
义，首先，种植皇竹草，制作青贮饲料，解决了
“关岭牛”秋冬季节饲草不足的问题，养活了
“关岭牛”；其次，农户多余出来的皇竹草变卖
成钱，又继续投入到“关岭牛”养殖规模的扩
大上，发展了“关岭牛”产业。皇竹草和“关岭
牛”互相“滚雪球”，实现良性循环。据统计，目
前关岭县共种植皇竹草 6 . 2 万亩左右，存栏
“关岭牛”15 万多头。

种草与养牛还有另外一种循环。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牛棚里看到，每一

个牛栏后面，都有一条用于清理牛粪便的小
沟。合作社负责人骆斌告诉记者，以前牛棚中
的牛粪需要人工清理，增加了养殖成本；另一
方面，因为不能解决粪便污水处理的问题，乡
村里的养牛场甚至成了污染源。

为了解决牛粪处理问题，2017 年，张向
华在考察多个合作社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
做成了这个牛粪自动收集、处理系统。张向华
说，自从使用牛粪自动处理系统处理以来，每
个月加工出来的肥料价值在 1 . 5 万元以上，

该系统运行一年为合作社节约了近 20 万的
种草养牛开销。

据了解，目前，牛粪处理系统正在新铺镇
40 多个大大小小的合作社和私人养牛场推
广开来，绝大部分合作社和养牛场都已经配
备。

生态草：消灭生态“杀手”，皇

竹草功不可没

关岭县位于云贵高原边缘和广西丘陵之
间的倾斜地带，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表
仅有薄薄一层土，仅够一些小型灌木和杂草
生长。

这些杂草当中，紫茎泽兰是最主要的一

种。紫茎泽兰又名破坏草、臭草，原产于中美
洲的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

紫茎泽兰大约于 20世纪 40 年代从中缅
边境通过自然扩散传入我国西南地区，在我
国发布的《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里排
第一位，其繁殖迅速，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破
坏生态平衡，对农牧业、林业危害极大。据关
岭县农业局统计，全县 13 个乡镇紫茎泽兰发
生面积超过 45 万亩。

记者在关岭县新铺、岗乌、断桥、普利等
乡镇看到，漫山遍野的紫茎泽兰“攻占”整个
山坡导致其他物种生存空间所剩无几的现象
随处可见。

“自从种上了皇竹草，紫茎泽兰就自动消
失了。”张向华向记者展示，种上皇竹草的地
里，见不到紫茎泽兰的踪影，就连皇竹草种植
基地的路边，也难见到紫茎泽兰。

贵州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莫本
田介绍，皇竹草生命力旺盛，除了经济价值
外，也是石漠化山区保持水土，治理紫茎泽
兰较为有效的方式。“贵州省从 1992 年引
进皇竹草进行种植，这些年通过对皇竹草与
紫茎泽兰的对比试验发现，在种植皇竹草的
区域，紫茎泽兰的生长受到明显抑制。”莫
本田说。

“没想到皇竹草还能消灭这种入侵物
种！”张向华说，长期以来，紫茎泽兰给当地农
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一步一步挤压农民生
存的空间。而现在，皇竹草成片种植，逐渐为
当地百姓找回了生存的土壤。

皇竹草的另一个功能，张向华也深有体
会。

“过去的荒山上，每年一到秋冬时节，最
担心发生火灾。每个传统节日都要值班、巡
山，虽然死死盯着这些荒山，但是发生火灾的
次数还是比较多。”张向华说。

在种植皇竹草之前，无论如何防范，新铺
镇在节假日仍然容易发生火灾。张向华说，
“现在种上了皇竹草，一年四季满山绿油油
的，火也烧不起来了，新铺镇已经连续三年未
发生过一起火灾了。”

潜力草：不甘只当饲草，皇竹

草还需深加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受访者对“种草
养牛”模式比较认可，但是部分基层干部和群
众也表示，目前皇竹草种植和管理上也存在
机械化不足、粗放管理、深加工欠缺等共性问
题。

在新铺、岗乌、普利等乡镇，虽然政府已
经“唤醒”部分原本毫无价值的荒山，种上了
亩均产值在 3000 元以上的“脱贫草”，但是仍
有部分荒山“坡改梯”程度并不彻底，个别去
往皇竹草种植基地的机耕道并未打通，或者
机耕道无硬化，导致运输成本增加；有的梯地
坡度较陡，不便于耕种。

“对于石漠化山区来说，机械化种植、收
割皇竹草很难实现，只能最大程度进行坡改
梯，打通产业路，尽量降低生产成本。”黄波表
示，关岭县下一步将继续把有改造潜质的荒
山改为梯地，进行皇竹草种植，同时确保皇竹
草种植区域的产业路全部畅通。

而在地势相对平坦的断桥镇大理村，由
于土地平整、交通方便，当地购进一台大型的
皇竹草收割机，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蒋大才介
绍，大理村使用收割机收割皇竹草，一台机器
配套 10 个人一天可以收割并粗加工 5 万斤
皇竹草，人均每天达 5000 斤，收割和粗加工
效率是新铺镇的 5 倍。

一些乡镇中，部分群众对皇竹草种植存
在粗放管理的问题，只种不管现象偶有发生。
大部分群众对于皇竹草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
其“饲草”功能上，而对于皇竹草的建材、菌
材、燃料、纸浆料等功能了解甚少。

“事实证明，皇竹草很容易成活，并且生
长速度快，农户即使只种不管仍有一定收
益。”罗杰说，但是对于粗放的农产品来说，也
应该精细化管理提高其产量，同时对皇竹草
与其他农作物如紫花苜蓿、黑麦草、青贮玉米
等进行产业合理布局，确保“关岭牛”的饲草、
饲料营养配置更加全面、更加合理。

对于目前皇竹草深加工欠缺的问题，罗
杰认为，可以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皇竹草加工
经验，实现种草群众利益“最大化”。

“我们在考察中了解到，在某些发达省
份，有些企业将皇竹草做成食用菌包从而提
高皇竹草的价值，增加种草群众的收入，这不
失为一个可借鉴的方式。”罗杰说。

山区农民舍得用好地种“草”的启示
贵州关岭皇竹草产业发展表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一定非得“高大上”

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22 日电(记者何奕
萍、齐易初)冬日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
静县巩哈尔村，寒意浓浓。在村子一所废弃学
校，大音箱里飘出的音乐节奏明快，几名村民在
音乐声中忙碌地分拣芦苇根。他们身后，由十几
面芦苇根堆砌的矮墙并排延伸几十米，墙的另
一头，两名村民正操作着一台切割机，将长长的
芦苇根切成小段。

这些芦苇根曾经是巩哈尔村村民眼中的麻
烦，它们生长在田间的排碱渠中，使泥沙淤积，
影响了排碱渠排水去碱的功能，清理起来非常
麻烦，然而它们现在却成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的“金疙瘩”。
“芦苇根具有解热镇痛、清热生津的作

用，是药厂青睐的药材原料。巩哈尔村大片野
生的芦苇又粗又长，用挖掘机将它们挖出来，
既帮农民清理了水渠又能卖上好价钱。”和静
县发林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艾尔
坎·吾拉音说。

巩哈尔村的排碱渠约长 11 公里，宽约
10 米，生长着大片芦苇。野生芦苇根经过晒
干、切片，一级产品可以卖到每公斤 13 元，而
目前合作社一天挖掘大约 16 吨，能够生产约
4000 公斤的干芦苇根，主要销往河北、广西

等地。
面对良好的前景 2018 年 6 月当地

党委协调相关单位将巩哈尔村一所占地面
积 7 亩的废弃学校无偿提供给发林中草药种
植专业合作社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并安排
村里的贫困户到合作社就业以“合作社+农
户”的扶贫模式拓宽当地农牧民增收的路
子

目前合作社共吸纳稳定就业村民 60 人。

他们负责干芦苇根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挖
掘、运输、分选、切割、晾晒、装袋，人均月收入
可达 3000 元。

25 岁的艾买尔江·吐拉洪初中毕业后靠
种地、放羊生活，是村里的贫困户，两个月前
他成了合作社的拖拉机手，负责运送芦苇根。
“现在我和妈妈、妹妹都是合作社的工人，一
家三口一个月可以拿到 9000 元。”艾买尔江·
吐拉洪对现在的收入很满意。

除了芦苇根以外，合作社还从村民手中
流转土地 900 亩，种上了甘草，预计今年可收
获 1000 余吨。艾尔坎·吾拉音说，目前他已经
在村里成功试验种植多种草药，“未来计划流
转 3000 亩农田种植草药，扩大合作社规模，
帮助更多村民。”

芦苇根：昔日是“麻烦”，今成助农脱贫“金疙瘩”

▲关岭县硕民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养牛场，贫困户粟琴莲正用皇竹草饲料
给牛喂草。 本报记者蒋成摄

▲贵州省关岭县断桥镇大理村皇竹草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蒋成摄

▲还未种上皇竹草的山岗上依旧长

满了“入侵生物”紫茎泽兰。

本报记者蒋成摄

▲这是泉港裂解碳九泄漏事故涉事企业东港石化
公司厂区，远处为事发码头（11 月 6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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