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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可军 塘厦宣

记者日前从塘厦获悉，8 月 12 日，

东莞市委编办主任祁达洪带领党支部

30 余名党员同志，到塘厦龙背岭循环生

态岛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祁达洪一行听

取了塘厦镇龙背岭循环生态岛项目的

建设情况介绍，并实地探访了龙背岭循

环生态岛有机生活馆、 有机种植区、分

散式污水处理设施等。

成生态循环示范基地

据介绍，塘厦镇龙背岭循环生态岛

项目，作为东莞首例将厨余垃圾与分散

式污水处理相结合的循环生态系统，对

厨余垃圾进行安全回收后变废为宝，生

产的有机肥料用于有机蔬果种植以及

社区绿化，同时通过截污管道统一收集

居民生活污水进行水解酸化处理，再经

湿地过滤， 达到标准后用于蔬果灌溉，

构建成完整的低碳生态循环链，一举解

决了偏远农村污水高成本收集处理问

题，为因地制宜进行环境改造和提升作

出了示范。

祁达洪对塘厦镇美丽乡村建设成

果表示肯定，特别对龙背岭循环生态岛

构建完整的低碳生态循环链表示赞赏，

认为龙背岭循环生态岛一行使党支部

党员同志增长了知识，受到熏陶。

塘厦镇委书记方灿芬表示，塘厦镇

还计划对龙背岭循环生态岛附近片区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人居环

境质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据介绍，龙

背岭循环生态岛是塘厦镇水污染治理

与幸福美丽乡村建设重点示范项目，集

污水治理、低碳循环、生态景观、环保教

育于一体的生态循环示范基地。 龙背岭

循环生态岛项目由塘厦生态环境分局、

镇住建局牵头， 镇村两级投入建设，总

规划面积 2300 平方米， 其中建筑面积

约 300 平方米，菜地、绿化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项目总投入 214 万元。

一次可降解

200

多公斤垃圾

龙背岭循环生态岛项目主要由分

散式污水处理站、 厨余资源化处理中

心、雨污分流系统、人工湿地、有机生态

农业园组成，构建成“污水变灌溉水，厨

余变肥料，最终反馈到菜地种植”的低

碳循环体系。

一走进龙背岭循环生态岛，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厨余有机生活展示馆”，

里面陈列了各种改善后的土壤，并配

备了相关的检测装置。 展示馆的后

方， 则设置了专门的餐厨降解设备，

一次可降解 200 多公斤的垃圾。 降解

后的垃圾将产生厨余生肥，再经过发

酵，变成有利于瓜果蔬菜生长的有机

肥料。

与此同时，龙背岭循环生态岛还通

过建设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将雨水汇集

到明沟， 通过管道接入村前雨水井，随

后， 将每家每户的污水接入污水管，经

过化粪池初级处理后，再输送到分散式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 在分散式污水

处理设施尾水出口处，建设一处小型垂

直流式人工湿地，对尾水进一步处理净

化，从而提升出水水质。

人工湿地占地 50 平方米， 水处理

规模 70 立方米每天。 工作人员将厨余

垃圾降解的材料与过滤后的清水用来

种植蔬菜，产生的成品可回馈给参与的

市民。

据龙背岭循环生态岛负责人介绍，

主要是通过居民的生活厨余进行一个

再处理，做成有机肥，然后把有机肥用

于种植生态岛的植物、蔬菜，种植出来

的蔬菜回馈到参与的居民。 记者了解

到，市民用厨余垃圾兑换积分，再用积

分购买厨余垃圾生产的有机肥料供养

的蔬菜，既环保又卫生。 同时，该处循环

生态岛与镇妇联、残联、幼儿园、小学等

建立合作关系，鼓励学生和残疾人群体

加入到种植义卖当中，在锻炼他们动手

能力的同时，支持了生态环保项目的持

续进行。

据统计，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7

月， 龙背岭循环生态岛厨余回收共

96968 余公斤，产出肥料 32632 公斤，产

出蔬菜 11783 公斤。 共开展活动 145 场

次，参与活动人数达 14013 人。

8 月 5 日至 8 日， 东莞市横沥镇委

书记何植尧率党政代表团赴浙江省宁

波、杭州等市考察，主要就建设美丽乡

村、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升级发展、党建

服务工作等方面进行参观学习，助力横

沥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建设湾区

活力生态文明小镇。

8 月 5 日下午， 横沥代表团一行来

到了宁波市。 第一站先去到了南塘河历

史街区，听取了相关工作人员对旧城改

造和南塘河治水的情况介绍。 南塘河历

史街区在规划改造时，始终保留着江南

传统街巷，通过再现百年来宁波人经商

交易场景， 展现日常生活的浓厚风气。

该街区在改造过程中， 注重保护传统

的历史风貌， 按照原有街区的格局，

形成“一街一河一市” 的整体格局，

打造成一个现代与传统结合的历史

街区，重新赋予南塘河新的活力。 代

表团第二站去到老外滩，代表团一行

沿江感受老外滩的文化内涵和商业

发展，详细了解该景区的街区功能改造

及业态提升。

8 月 6 日早上， 代表团前往高泥村

和溪里方村。 走进高泥村和溪里方村，

五彩缤纷的鲜花， 整齐有序的楼房，潺

潺流淌的小溪给代表团带来不一样的

感受。 近年来，这两个村以“村民说事”

制度为重点，积极整治人居环境，活化

古建筑，大力打造美丽乡村。 8 月 7 日，

代表团分别去到杭州市和安吉县，先后

参观了白沙泉并购金融街区、 小古城

村、余村和碧门村，学习考察村民自治，

环境综合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进经

验。

横沥镇委书记何植尧表示，横沥处

于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阶段，浙江省

的旧村活化与改造、环境整治正是横沥

镇必须学习借鉴的地方，希望通过这

次考察参观 ， 学习浙江省的先进经

验，为横沥建设文明小镇带来新的思

路。 何植尧说， 这些村虽然并不发

达，但是村落环境整治，民生村风建

设都做得很好，横沥要认识到跟他们

有差距，要学习借鉴美丽乡村的建设

方法和管理制度，真真正正去推动建

设美丽乡村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晓妍

寮步公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12 日，该镇 500 多个公交站牌的路线信

息更新和 100 多台东莞巴士全面进驻

已经完成。 东莞巴士于昨日开始全面替

代寮步公汽。

12 日下午，寮步镇委委员钟应基到

寮步公汽总站督导公汽交接工作，他表

示， 要积极做好公汽交接相关工作，对

不符合要求的公交车辆依法依规进行

报废，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公交基础设

施，让寮步市民体验到更加安全、舒适、

便捷的公交出行服务。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整合后寮步镇

公交运营线路共有 13 条， 投入使用车

辆 118 台，其中，优化调整线路 5 条、保

留线路 7 条、 新增线路 1 条。 新增 335

路，撤销寮步 A8 路

（ 可改乘

830

路、

872

路、

43

路、

59

路）

， 并优化调整寮步 A1

路、 寮步 A2 路、 寮步 A11 路的部分站

点，对 A3、A4、A5、A6、A7、A9、A10 路公

交线路进行重新编号。

据了解，寮步镇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自 1999 年 9 月 29 日成立以来，从 80 台

柴油车发展到 221 台新能源车，覆盖寮

步镇 30 个村社区及横跨周边 6 大镇

区，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寮步人出行。近 5

年，寮步公汽从未发生过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 帮助失主找回丢失物件共 1205

宗，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与认可。

另据《东莞市第二轮公交资源整合

工作方案》的要求，为突出松山湖高新

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粤港澳

大湾区的核心腹地”的重要位置，充分

发挥核心片区的资源统筹优势，由松山

湖管委会主导，市交投集团作为控股股

东、片区内相关镇

（ 园区）

共同参与，组

建松山湖片区运营公司，整合片区内公

交及其他相关的交通资源，分别独立运

营松山湖片区公交线路，高标准打造松

山湖片区高品质公交服务。

松山湖功能区包含松山湖高新区

及石龙、寮步、大岭山、大朗、横沥、东

坑、企石、石排、茶山 9 镇，线路承接后

松山湖公交公司将统一投入使用“蓝巴

士”，寮步市民将会体验到更加安全、舒

适、便捷的公交出行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陈泽佳 殷梦霞

塘厦打造东莞首例循环生态系统

龙背岭生态岛回收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横沥：外出学习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东莞巴士全面接替寮步公汽

500多个站牌路线更新，118台东莞巴士进驻

塘厦龙背岭生态岛有机生态农业园。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