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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诸城市畜禽粪污综合治理
和资源化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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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山东省诸城市积极采取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措施，探索粪污资源化利用新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本

文介绍了诸城市“政策先行”“企业跟进”“国资参与”三种畜禽养殖粪污综合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典型做法，总
结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抓好设施配建三条保障措施，列举了“种养循环生态观光”高效农业可持
续发展、“牛肥果”生态小循环和“猪沼果”生态农业三个典型案例，最后针对综合治理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减轻畜禽养殖粪污带来的环保压力和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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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measures for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were applied in Zhuche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where a new mode of resourceful utilization of the manure was researched，and phased results

were achieved. In the paper，three typical practices including“policy ﬁrst”，
“follow-up by enterprises”and“participated

by state-owned assets”in the city were introduced，three supporting 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implementing responsibility of entities and constructing supporting facilities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following three typical cases ：high-efﬁciency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planting and breeding cycle
ecological sightseeing”，ecological small cycle model of“cattle-manure-fruits”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of“pigs-

methane-fruits”，then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against the problems found in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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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reduc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essure caused by manure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and improving resourceful utilization of manure.
Key words ：manure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resourceful utilization

山东省诸城市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生猪、

技有限公司积极探索沼气发电、沼液还田利用新做

肉鸡存栏量大，畜禽养殖和屠宰加工企业众多。畜

法，流转周边土地 134 公顷，用于有机农产品生产。

禽粪污的综合治理既是养殖企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

经检测，产出的小麦、玉米中有机质和微量元素含

题，也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挑战

。畜禽粪污

量超出普通产品的 50% 以上；产品口感好，加工

及养殖废弃物有效处理是建设美丽乡村，打造农村

的小麦粉、玉米粉已与京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

宜居环境的必然要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也是促

京东商城销售，价格是普通商品的 2 倍左右，深

进企业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不仅能解决环境污染

受消费者喜爱；沼气发电入网，年入网电量 1 100

问题，减少资源浪费，还能给企业带来长期收益。

万千瓦时，补贴收入 800 多万元，带动就业 50 多人，

诸城市作为全国畜牧养殖大县种养结合推进试点项

带动收入 300 多万元。

[1-2]

目县，积极探索畜禽粪污综合处理措施和创新畜禽

山东泰可丰生物科技公司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典型做法，给养殖业持续稳定发

用项目是诸城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建设

展提供了保障。本文介绍了诸城市三种畜禽养殖粪

项目。该项目分别在皇华镇、舜王街道、石桥子镇

污综合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典型做法，列举了三个典

等 6 个镇街各建成一处粪污处理中心，每个处理中

型案例，以期为减轻粪污造成的环保压力，加快粪

心可以覆盖周边 15 km 的养殖场，年处理畜禽粪污

污资源化利用提供参考。

可达 60 万 t，产出有机肥 20 万 t，不仅解决了中

1

小养殖户粪污收集处理难的问题，而且将粪污变废

典型做法
诸城市立足产业实际，在保障畜牧业提质增

为宝，产生了经济效益，进一步带动养殖业和种植

量的同时，不断创新思路，强化措施，大力推进畜

业协同发展。

禽粪污资源化全域利用，总结了“政策先行”“企

1.3

业跟进”“国资参与”三种畜禽养殖粪污综合治理和
资源化利用典型做法，保障畜牧业持续高效绿色发展。
1.1

政策先行
诸城市政府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按照“做强

国资参与
在保障全市原有粪污集中处理中心正常运行

的同时，市政府积极谋划粪污资源化利用新项目。
以国资企业诸城泰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主成
立专门考察组，先后到成都生物研究所、江西正和

做优一批，整合置换一批，淘汰退出一批”的原则，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开诚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探索建立产业扶持基金，对老旧养殖小区改造升级

上海左岸芯慧电子有限公司、阳信中广核生物能源

项目的“四通一平”（“四通”是指通路、通电、

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现场考察，学习先进粪污处理

通水、通网，“一平”是指平整土地）等费用进行

技术和运行模式、全产业链结合等先进经验，探讨

奖补扶持，协调办理环保、土地等相关手续；同时，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新做法。考察结束后，诸城

金融机构加大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探索建立土地

市政府依托诸城泰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

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政策，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年处

推广惠农助农的按揭农业新形式，增加“鲁担惠农

理粪污 200 万 t，年产生物有机肥 10 万 t、液态水

贷”“助产贷”等贷款额度，提高对规模化、标准

溶肥 5 万 t，其中一期项目年处理粪污 60 万 ~80 万 t。

化养殖场（户）的政策性信贷担保服务。

2

1.2

企业跟进
诸城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帮助诸城舜沃农业科

保障措施
为保证畜禽粪污综合整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

全面开展并取得成效，诸城市加强领导，落实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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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责任，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协同推进；严格落

沉淀池需做到防渗防溢。对于专业户，其建设标准

实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和粪污收集处理利用主体责

参照规模场，需分别配建贮粪场与沉淀池，2 个月

任，建立畜禽散养密集区粪污集中处理体系，将规

清理 1 次。对于散养户，散养畜禽必须圈养，特别

模以下畜禽养殖污染和资源化利用纳入农村人居环

是散养黄牛和家禽；要按照饲养量配建与之适应的

境整治规划；建设粪肥还田基础设施，培育社会化
服务组织，推进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2.1

加强组织领导

粪便、污水暂存池，养殖场所内不允许粪污乱堆乱
放，要保持环境整洁，粪污发酵后要及时清理还田。
3

典型案例

成立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
副组长，镇街区政府、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为组员的
规范畜禽养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市畜
牧业发展中心下设办公室，负责全市畜禽养殖规范
管理的组织领导工作，落实联席会议和综合协调制
度。镇街区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成立工作专班，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做好相应
工作。
2.2

落实主体责任
落实养殖主体责任，实行备案承诺制度。依

据《环保法》《畜牧法》以及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生态环境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山东省规模以下
畜禽养殖污染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的通
知》要求，发放明白纸和指导意见书 3 万多份，明
确畜禽养殖场（户）是养殖行为的第一责任人。镇
街区对本区域内所有养殖主体的养殖种类、规模、
粪污设施配建等详细信息进行登记备案，坚持“谁
养殖，谁负责，谁治污”的原则，所有养殖主体承
诺履行遵纪守法养殖、主动养殖报备、清理维护周
边环境、遵守动物防疫规定、规范处理病死畜禽等
制度。有养殖粪污导致环境污染情形发生的，视情
节轻重，由镇街区和相关部门督促整改并依法处理。
2.3

抓好设施配建
分类指导不同种类、规模的养殖企业精准施

策，全面开展设施配建。指导养殖企业按照“雨污

2021 年诸城市获评农业农村绿色种养循环试
点县，已连续 5 年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通过
借助典型做法和主要措施，在全市推广“植沼畜”
等种养一体化的循环模式，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无
害化处理产生的沼液、沼渣为有机肥还田、灌溉、
追肥，应用于大樱桃、矮化苹果、茶叶、小麦等果
蔬及农作物种植。除获得绿色有机农产品外，农作
物秸秆可再加工成饲料喂养畜禽，实现了产业的高
度融合。目前，全市配套消纳土地 13 333 公顷以上，
建成生态循环养殖基地 260 个，其中 2021 年新增
培育种养循环基地 23 个，初步形成了种养结合循
环发展格局，实现了产业转型与生态提升双赢发展。
3.1 “种养循环生态观光”高效农业可持续发展案例
本案例以诸城市龙湖绿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为代表。该公司以原生态、绿色有机、健康养
殖为初心，坚持生态养殖土鸡、鸭、鹅、藏香猪、
红黑山羊等畜禽，种植桑葚、草莓等果蔬及农作物。
通过将畜禽粪污、有机废弃物投入沼气池，生产沼
气、沼液、沼渣等清洁能源，既显著提升了农作物
的产量和品质，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
益。养殖场内建设有荷塘和有机蔬菜种植、观光、
采摘于一体的智能温室大棚，春夏秋旺季每日接待
500 余人次，年接待观光采摘游客 7 万余人，直接
增收 20 余万元。“种养结合、以种促养”实现了

分流、干湿分离、防渗防雨防溢流、集中贮存、发

农业区域的循环生产发展，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要

酵腐熟、达标使用”的标准，全面建设配套贮粪堆

求，具有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腐场、贮水发酵池等设施设备。对于规模场，贮粪

3.2

“牛肥果”生态小循环案例

场的地面要采用混凝土结构，顶部要设置雨棚罩（不

本案例以山东润竹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代

低于 3.5 m），周边砌 1 m 高的围墙，容量够容纳

表。畜禽粪污通过干湿分离、粪便堆肥、污水厌氧

2 个月的粪污产生量；沉淀池要建设 3~5 级沉淀，

发酵等处理，将产生的优质有机粪肥，用于果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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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农作物的有机种植，实现了粪污的全量化、资

场完善粪污收集处理设施，使畜禽粪肥发酵后就地

源化综合利用。该项目肉牛养殖及粪污处理设施设

就近还田利用。三是推进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加大

备占地面积约 3.3 公顷，肉牛存栏 80 头，各类果

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重点投向技术装备研发、设

树种植 134 余公顷。通过粪肥发酵还田，有机高效

施设备配套、有机肥生产、沼气工程建设、社会化

作物种植，形成了生态养殖、果树种植、有机生产

服务体系完善等关键环节。

的种养循环产业链。此外，还带动了周边农民 20
余人从事种养行业，使其由传统型农民转变为懂技
术、重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每人年增收 2 万元以
上，社会效益显著。
“猪沼果”生态农业案例

3.3

“猪沼果”生态农业案例以诸城市城昌镇陈
金峰猪场为代表。该猪场生猪存栏 260 头，另有优
质苹果园一处，占地 2 公顷。猪场产生的粪污通过
沼气池变成沼液，沼液通过管道运输进果园用于浇
灌，沼渣制成有机肥，用于果树施肥。该设计降低
了果树生产的成本投入及清理粪便人工的劳动强度
和管理成本，沼液、沼渣给果树施用后既增加了产
量，又提升了果品质量，销售价格和速度双提升，
每年增收 8.5 万元，同时降低了化肥使用量，有效
避免了畜禽养殖污染，减轻了环保压力，社会、生
态效益双提高。
4

讨论
诸城市在畜禽粪污综合整治和资源化利用过

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规模以下养殖场畜禽粪
污配建设施老旧破损，雨水、污水分流不彻底；二
是粪污配建设施标准不高或未正常运行，存在粪污

随着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加大，政策及配套措
施不断推出，诸城市在畜禽粪污综合整治和资源化
利用方面探索了不同治理做法以供借鉴。但是，不
同地区养殖模式差异巨大，地理和自然条件也千差
万别，粪污及养殖废弃物处理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
同，比如姚治榛等 [3] 等总结了大型沼气工程集中
利用、商品有机肥生产集中利用和家庭循环利用等
3 种适合进行区域整体推广的模式，徐洁等

科技支撑力量薄弱，专门用于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的生物技术研究、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仍然较少。

遂溪县 [5] 和浙江省江山市 [6] 也在探索整县推进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因此，如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建立有效的处理模式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反复验证
改进才能成功。相信随着该领域从业者的增加，资
金投入的不断加大，科技及学科结合的不断深入，
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在现实应用中的经验和教训越
来越多，该领域面临的问题也将得到逐步解决，畜
禽粪污等废弃物变废为宝也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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