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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闭环”打响污泥治理攻坚战

干化污泥颗粒(含水率 30-40%) 一站式闭环处理处置模式

·广告·

合理解决“污泥围城”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传统污水处理厂通常使用浓缩或机械脱水的方

式，将污泥的含水率从 90% 以上降低至 60% ～ 80%，

该含水率区间的污泥含水率高、呈糊团状，且粘度高、

臭气浓、体积大，堆肥、制砖、焚烧等各种终端处置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如用于制肥，半固态污泥难以施

用；用于制砖，半固态污泥与制砖原材料难以实现均匀

搅拌；用于焚烧，半固态或糖心污泥因难以达到燃点而

无法直接投料焚烧，经常造成较大面积的二次污染。因

此，加大监管力度和科学合理解决污泥困境已成为我

国乃至世界水土资源领域污染防治的重要一环。

污泥治理新模式：水泥窑协同处置半干污泥

广州针对当前污泥治理领域的痛点，在充分论证

国内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革新工艺技术，探索出了污泥

治理新模式———“一站式闭环”的污泥处理处置方案，

即“厂内污泥干化减量+后续水泥窑无害化焚烧”的处

理处置模式。

早在 2013 年，广州市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

《广州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的技术路

线》，随后进行污水厂厂内污泥干化减量项目的试点，

试点成功后再在全市范围予以推行实施。广州水务投

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市政府很早就意识到污

泥处理的重要性，但许多居民对新建污泥处理厂有很

大疑虑，同时新建设施的环评也很难达标，为了便于监

管和加快污泥处理问题解决，就改在污水处理厂内就

地进行干化减量污泥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广州市政府为降低决策风险，凡是在本地未经过

实践证明可行的技术，均要采取“先用后买”的工程建

设模式，即项目由中标方垫资建设，建成后须经过 90

天试验期连续跟踪考核，期间所有出泥指标达到规定

指标后，政府再予以支付建设费用和委托运营服务。

“先用后买”自然筛选出过硬的技术和工艺，有效避免

政府采购不成熟的工艺和工程烂尾。据了解，与原有脱

水机房(含水率 80%)脱水与外运处置的费用相比，厂

内污泥干化、在线监控运输和协同焚烧全过程的处理

处置费用节省了 100 ～ 150 元/吨湿污泥，在杜绝二次

污染的前提下还节省了政府财政支出。

广州通过在污水处理厂内采用低温干化减量技

术，在厂内将污泥处理成含水率 30%-40% 的小粉粒

状，将污泥体积减少 60% 以上，大大节约运输费用。污

泥出厂后的颗粒度为筛上物质比例小于 15%，焚烧单

位无须二次干化即可实现直接投料焚烧，简单可行。

广州市珠江水泥有限公司(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

司与德国海德堡水泥集团合资经营，以下简称“珠江水

泥”)是污泥处理处置广州模式的终端企业，企业负责

人介绍说，通过“一站式闭环”干化处理的污泥，主要应

用在熟料煅烧环节，利用水泥回转窑物理化学特性焚

烧处置干化污泥，污泥中可燃部分用作燃料，不可燃的

硅、铝、钙等作为生产原料，无残渣排放，能显著降低大

气污染物、重金属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生产过程与普

通水泥制造过程无本质差别，协同处置污泥也不影响

水泥质量。

广州市每日湿污泥产生量(含水率 80%)约为 3900

吨，若全部经过厂内干化减量，全市污泥总量每天只有

1300 吨左右，减少 2/3 的污泥量。目前，广州市正在运

行的污水处理厂厂内污泥干化项目有 5 个(石井、西

朗、沥滘、大坦沙、猎德)，合计年处理污泥量约 67 万吨

(含水率 80%)，其余项目也正在建设并将陆续投产。污

水厂已投产的污泥干化项目，有些已运营近四年，生产

稳定成熟，有效地保证了污水厂运作。其出厂污泥通过

GPS 在线追踪定位和实时监控，从污水厂直达水泥厂

或热电厂，政府相关部门最终按照到达焚烧单位的污

泥处理数量付费处置，杜绝私人运输单位中途非法倾

倒，实现真正的有效监管。

厂内污泥干化处理后呈小粉粒状，这样的粉粒状

干化后污泥处置出路更加多元化。由于粉粒状可以实

现与其它材料均匀混合，除了应用在焚烧外，还可直接

用于制作园林基质土和制砖，制肥后也便于实现机械

播散，解决了之前高含水率污泥存在的处置瓶颈。

通过大胆探索，广州市为“污泥围城”找到了解决

的突破口，以“厂内污泥干化减量+后续水泥窑无害化

焚烧”方式解决“污泥围城”问题，实现了资源的无害化

重复利用，开创了污泥环保治理的新局面。

污泥处理处置是指将污泥脱水减量处理然后进
行资源化处置利用的过程。长期以来，国家要求污泥
要做到无害化、稳定化处置，也就是污泥处置后能达
到长期稳定，并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不再产生有
害影响。

近五年来，广州在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探索出
“厂内污泥干化+水泥窑无害化焚烧”一站式闭环新

模式。它以技术革新为导向，就地在污水厂内将污泥
处理至含水率 30%-40% 且呈粉粒状，通过有关部门
监控运输至国有水泥窑进行直接投料协同焚烧。水
泥窑具有煅烧温度高、稳定、热熔积大、高温保留时
间长等特点，低含水率且呈粉粒状的污泥接近燃点，
焚烧简便，在高温窑充分进行结晶处理，再无重金属
释出，真正实现无害化处理。

广州：

公司名称：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联系人：危先生

电话： 13922350822

珠江水泥厂污泥干化焚烧处置项目模型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电欧盟高级官员日前表示，为帮
助欧洲企业在与伊朗进行合法贸易时免受美国制裁的牵连，
拟于今年年底前设立“特殊目的机构”。

分析人士认为，因欧洲国家担心触怒美国而遭报复，
“特殊目的机构”能否按计划顺利建成还待观察，建成后能
否给有涉伊朗业务的欧洲企业送上“定心丸”也不能太过乐
观。

【新闻事实】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10 日出席欧盟各
国外长会议后表示，为规避美国制裁、促进与伊朗合法贸易
而筹划设立的“特殊目的机构”或在今年年底前到位。

莫盖里尼没有透露设立“特殊目的机构”的具体细节，
只表示“工作进展顺利”。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在上月
欧盟各国外长闭门会议中表示，法德正密切合作，以期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建立“特殊目的机构”。

欧盟目前尚未公布“特殊目的机构”的具体形式。但有
欧洲外交人士向媒体透露称，这一机构的最终形态可能是一
个“复杂的以物易物体系”，即不通过货币和银行交易来实
现欧洲货物与伊朗石油等产品的交换，也就从法律上避开了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

欧盟原本拟于 11 月 5 日美国全面恢复对伊朗单方面制裁
前推出这一“特殊目的机构”，但未能实现。据英国媒体援
引知情官员的话说，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国家担心得罪美国而

遭到报复，都不愿意承担将“特殊目的机构”建立在本国
的责任。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11 月 20 日曾公开抱怨欧盟在维
护伊核协议以及伊朗利益方面行动迟缓，包括没有为那些
希望继续同伊朗合作的欧洲企业提供足够帮助。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指出，建立“特殊目的机构”是目前欧盟拯
救伊核协议的重要举措之一，但自搭建之初已面临重重困
难。

在技术层面，尽管欧盟领导人在政治上达成共识，但
“特殊目的机构”的建立和未来运作涉及诸多复杂问题，
协调工作颇具挑战。在外交层面，对触怒美国的担忧犹如
达摩克利斯之剑，阻碍欧盟在现实中推动“特殊目的机
构”的努力。欧盟特意保持筹备工作低调而隐秘，以致于
外界对“特殊目的机构”所知甚少。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特殊目的机构”能发挥多大
作用，还要看欧盟敢在多大程度上挑战美国，其目标企业
和目标行业的范围都可能缩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教授理查德·奈菲
尤指出，从目前有限信息来看，“特殊目的机构”仅解决
了欧洲企业和伊朗如何在银行不提供金融服务的情况下展
开贸易合作的问题，但欧洲企业与伊朗的合作仍可能无法
规避美国制裁的风险。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制裁的压力之下，西门子、道

达尔等一批欧洲大型公司已经陆续终止或者减少与伊朗的
贸易往来，“特殊目的机构”的潜在用户可能只包括那些
完全没有涉足美国市场、又愿意为在伊朗开展业务承担一
定风险的欧洲中小企业。

【即时评论】

欧盟想要搭起这样一根“保险丝”，既是增加手中的
博弈筹码，也是表达坚决维护伊核协议的决心，以及对美
国单方面退约而损害欧洲利益的强烈不满。这也显示出，
美国凭借在国际经贸、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挥舞制
裁大棒，最终只会鼓励更多国家和地区尝试建立独立的经
贸和金融渠道。总让别人“绕着走”或无路可走，总有一
天也会让自己寸步难行。

【背景链接】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
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今年 5 月，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8 月，美国
重启对伊朗金融、金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
制裁； 11 月，美方重启第二批制裁，针对能源和金融等领
域。

今年 9 月，莫盖里尼宣布，欧盟成员国将建立一个法
律实体，即“特殊目的机构”，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
启对伊制裁后，帮助欧洲公司根据欧盟法律继续与伊朗进
行合法贸易。(参与记者：张伟、陆佳飞；编辑：孙浩)

“绕开”美对伊朗制裁 欧盟拟搭“保险丝”
新华社波兰卡托维兹 12 月 12

日电(记者张家伟、张章、金晶)正
在波兰西南部城市卡托维兹举行的
新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美
国代表团“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
场讨论如何更好地利用化石能源的
活动。这一行为遭到舆论批评，同
时也显示出气候谈判及低碳转型之
路遭遇的挑战。

向低碳转型，就必须从政策上
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促进可再生能
源消费，但目前两者获得支持仍不
成比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
示，每年各国政府对煤炭、石油和
天然气的生产和使用补贴仍高达
1600 亿至 4000 亿美元，而对可再生
能源的财政总支持仅为 1210 亿美
元。

其次，《巴黎协定》是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的
安排，但目前各方在一些问题上仍
有不少分歧。根据《巴黎协定》，
各方以“自主贡献”方式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
控制在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 2 摄氏
度之内，并为升温 1 . 5 摄氏度之内
而努力。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10 月发布的特别报告
显示，如果气候变暖以目前的速度
持续下去，预计全球气温在 2030
年至 2052 年间就会比工业化之前水平升高 1 . 5 摄氏
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 2018 年排放差距报告》显
示，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已达到创纪录的 535 亿吨二
氧化碳排放当量，且仍没有达到排放峰值的迹象。报告
预测，到 2030 年，只有 57 个国家有望达峰，这些国家
总排放量占全球的 60% 。这意味着，当前各国的减排幅
度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勇
气，”第 73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近日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觉得多数来参会的谈判代表都
有清晰的认识，我们能够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机非常短
暂，我们已经没有选择。”

全球减排形势严峻，但一些国家仍选择忽视气候变
化正在发生的科学证据。在本轮气候大会期间，由于美
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反对，各方没能发表对 IPCC 特别报
告表示欢迎的声明。

不过从乐观的角度看，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已成为全世界的主流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去
年 6 月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但美国一些州和城
市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发展清洁能源的行动不会
因联邦政府的政策而停滞。

埃斯皮诺萨在 11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
很多政治分歧依旧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但“相
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能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
成协议，从而释放协定潜能。

本轮气候变化大会主席米哈乌·库尔蒂卡对记者说，
以前波兰也是更注重经济发展，比较忽视环境，如今这
种情况已改变。

“我能感觉到全球在这方面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都开始意识到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丽的地球有多
重要。”库尔蒂卡说。

新华社伦敦 12 月 12 日电(记者桂涛、顾震球)英国执政
党保守党将于 12 日对首相、保守党领袖特雷莎·梅举行不信
任投票。当地舆论认为，首相“后院着火”与她推动“脱
欧”协议在议会通过不力有关。

保守党“ 1922 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迪当天在一
份声明中说，委员会收到的党内议会下院议员要求对首相举
行不信任投票的信函已超过规定所需的 48 份，所以不信任
投票将于 12 日晚举行，随后公布投票结果。

“ 1922 委员会”由保守党议会下院普通议员组成，在
决定首相人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规定，保守党内有超

过 15% ，即 48 名议会下院议员向委员会致函提请，即可举
行对首相的不信任投票。一旦首相未能在党内议会下院议员
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信任票，就应辞职，由党内选举新领
袖。

10 日，梅宣布推迟在议会下院就“脱欧”协议进行表
决，并承认若按原计划表决，协议可能无法通过。目前她正
与欧盟方面就协议内容进行谈判。保守党内多名议员公开批
评首相推动“脱欧”不力。

梅在 2016 年接替辞职的卡梅伦担任首相，并在 2017 年
举行的大选中带领保守党获胜。

新华社温哥华 12 月 11 日电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
等法院当地时间 11 日下午作出裁决，批准华为公司首席财
务官孟晚舟的保释申请。

法院方面表示，孟晚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商
人”，并且“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决定批准其保释申
请。

孟晚舟当天在法庭上否认了美国的指控。
连日来，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拘押一事引发舆论高度关

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7 日表示，中方在第一时间向加
方和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对方立
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
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准保释

英执政党发起对首相党内不信任投票

▲这是 12 月 10 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
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拍摄的俄罗斯国防部派遣的 2 架图-160 战
略轰炸机。

由俄罗斯国防部派遣的 2 架图-160 战略轰炸机 10 日飞抵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斯在机场举行
仪式，欢迎俄军机及约 100 名俄罗斯军事技术人员抵委。

新华社发（萨尔加多摄）

两架俄战略轰炸机

飞抵委内瑞拉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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