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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因环保改造关闭大量养猪场对
海南省猪肉供应造成的缺口，稳定猪肉供
应，近日，罗牛山公司在海口高标准兴建的
罗牛山十万头现代化猪场项目已破土动工。

建成后的猪场将是国内单体规模最大
的全封闭式种猪场之一。

据了解，该项目将引进世界先进水平
的丹系种猪，以生产种猪为主，生产商品
猪为辅，定位于高端种猪、高品质猪肉；引
进美式智能化养猪模式和技术，自动化管
理、种养结合，具有生态环保、高效安全等
特点，用水量可减少50﹪；污水处理采用
沼气发电+高级氧化模式，排放标准符合
2014年国家畜禽污染防治条例标准，是
海南省第一家引进该模式的企业，将引领
海南改变过去落后养猪产能模式，促进海
南省生猪养殖结构不断优化，产业整体发
展提档升级，符合建设海南国际生态旅游
岛的内涵要求，

“现在，经过科学的规划、严格的技术
改造后，罗牛山公司一些养殖、加工项目
的污水处理已初见效益。借助这些环保
项目的技术优势和示范效应，将有效带动
公司产业整体的节能环保水平大幅度提
升，我们有责任也有信心，为海南大农业
的发展树立节能环保的新标杆，在发展崛
起的同时也要兼顾海南的青山绿水，为海
南的绿色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做出
应有的贡献。”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自力说。

（本版撰稿 宝中 张梦真）

环保展望——

既要发展崛起
更要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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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菜篮常鲜 更要绿水常流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环保自觉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海

南时，要求海南处理好发展

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

绿”“护蓝”上下功夫，谱写美

丽中国的海南篇章，而省委

书记罗保铭也掷地有声：“海

南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绿色崛

起不动摇”！令人欣喜的是，

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和省委书

记的明确要求，已在琼州大

地落地生根、迎风怒放。今

天，本报刊出罗牛山股份有

限公司的环保自觉，就是号

召广大基层的企业和群众积

极行动起来，为海南真正成

为全国人民的度假天堂而做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0月 21日，位于屯昌县枫木镇
南吕农场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的南吕猪场的排污口，王子胜捧起
从排污口排出的清水轻轻搓洗着双
手。

“你看，污水经过10道环保工序
处理后已经完全变成了清水。”作为南
吕猪场的场长，王子胜见证了这几年
猪场环保改造的全过程。

2013年，为尽快适应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政府和公众对环保的要求，罗
牛山公司根据国家《“十二五”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和海南省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
方案》的有关精神，及时调整战略规
划，科学决策，积极转变升级发展方
式，从2013年12月份开始，对南吕猪
场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深度改造，引进
美国BIOCLEANER 公司的固定化
载体微生物技术，建立了全套的污水
处理系统，实现了清污水分流，综合回
收后用于农业灌溉。

南吕猪场污水处理系统的改造，
只是罗牛山公司致力打造绿色环保企
业、勇于承担社会的一个缩影。多年
来，作为海南省农牧业龙头企业，罗牛
山公司在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
环境的保护，始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在保民生、保供应的同时，扛起
了一个企业的环保重任。

尤其是2009年海南确立国际旅
游岛发展战略以来，为配合海南省的
绿色发展战略，罗牛山及时调整战略
规划，开始陆续对旗下猪场进行环保
改造。2013年至今，更是以壮士断臂
之志相继在全岛关停了23家猪场，对
保留猪场的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深度改
造，将产业园的建设与环保升级紧密
结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截至发稿
时止，罗牛山已经全部完成了环保改
造计划，让企业养殖效益与社会环境
效益获得了双赢。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罗牛
山农场的六万头仔猪场，大门紧闭，
一片落寞景象。

很难想象这是一家曾被省、市
政府视为循环经济典范的养猪场，
不仅是海口市菜篮子重点工程，也
是海南省对外的一个窗口，来访过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里规模化养殖技术水平、生
产工艺等都是当时全国一流的，生
产设备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可去年为了执行我省‘零排放’的要
求，不得不忍痛关闭。”罗牛山畜牧
公司副总经理杨起银回想起了猪场
往日的辉煌。

作为海南省首家农牧业上市公
司、最大的“菜篮子”企业、国家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罗牛山在海南建
省之初，岛内猪肉、鸡蛋严重依赖岛
外供应，遇台风季节，价格更是飞涨
的时期，便审时度势制定了以菜篮
子为主业的战略规划，在海南率先
实施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
改变海南肉、蛋等重要民生产品依
赖岛外供应的历史，建设国内首个
无疫区，确保百姓吃上安全优质的

放心肉做出了卓越贡献。
先后斥巨资在全省兴建了近40

家养猪场，年出栏生猪50万头，养
猪场从规模到设备先进性在海南岛
首屈一指，罗牛山六万头养猪场更
是其中的典范。

该猪场兴建于 2000 年，2001
年正式投产，总投资 5500 万元，
2006年投入 500万元建成日处理
污水能力500吨的污水处理系统。
猪场年均存栏基础母猪3200头，年
出 栏 26 公 斤 左 右 的 保 育 仔 猪
70000多头，单体生产规模居国内
前列。技术工艺和环保模式上，该
猪场采用了分阶段饲养，全进全出
的先进养猪生产工艺和德国大荷兰
人的液态全自动高标准喂养系统，
以及自动饮水、高床饲养、滴水自
动控温、人工受精等现代养猪生产
设备和先进技术。

罗牛山六万头养猪场相继通过
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及无公
害农产品产地等相关认证。

杨起银清晰地记得，这里曾是
全国第一家沼气发电上网的示范工

程，而且也是当年全国规模最大、工
艺最先进的养殖场。

但是，2013年7月，为配合海口
市政府整治三江镇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环境行动，罗牛山公司作出了一
个艰难的决定：按照市政府要求，无
条件关闭三江镇辖区内所有猪场。

当年7月底，率先关闭了振龙猪
场，之后其他猪场相继关闭。6万头
猪场也于今年4月份关闭。仅在海
口片区，罗牛山公司就关闭了12家
养猪场。紧接着，在短短的不到一
年时间，罗牛山在全省关闭了23家
猪场。

“关闭这些尚处于国内先进水
平的猪场，不仅给罗牛山公司带来
了巨大经济损失，还带来了人员安
置等一系列难题，但是这些困难没
能阻止罗牛山公司环保治理的决心
和信心。”在海口市环保局局长陈超
看来，罗牛山公司顾全大局，主动配
合海南省实施“绿色崛起”战略，率
先关闭三江镇猪场的一系列举动，
无疑给周边养殖企业起了很好的表
率作用，充分体现了一个龙头企业
的社会担当和责任。

环保决心——

壮士断臂，一年内关闭23家猪场

事实上，作为海南畜牧业龙头
企业，罗牛山公司非常重视猪场环
保问题，从未停止过对养殖场的污
染治理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这个行
业性难题的投入和探索。

从2004年开始，罗牛山公司就
成立了独立的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养殖场环保设施
改造、沼气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了

“猪－沼－果蔬”的低碳循环生态农
业模式。其中，海口苍隆猪场沼气
工程、罗牛山六万头沼气工程都是
省市示范点，后者更是全国首家畜
禽养殖场生物质能发电上网养殖
场。

然而，随着国家推进环境友好
型畜牧业生产模式的总体部署，海
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走绿色崛起之
路，对畜禽养殖企业污染治理提出

“零排放”的要求，一些养殖场因污
水处理能力相对落后，无法达到环
保要求，为此，如何顺应环保大潮，
实现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成为了罗
牛山公司面临的重大抉择。

一番深思熟虑后，罗牛山公司
提出，要借环保整改契机，进一步加

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通过建立
“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标准
化养殖生产体系，逐步实现“品种良
种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
便处理无害化、监管常态化”，让养
殖业走上“现代化养殖、标准化生
产、规范化治污、生态化利用”的新
路，真正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让企业
养殖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共存共
赢，力争成为畜牧行业低碳循环经
济的楷模企业。

为此，公司制定了《罗牛山养殖
场“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
作实施方案》，对相关猪场分别实施

“关停、减量、就地改造和异地技改”
等措施，多方法多渠道解决猪场排
污问题。

“你看，这就是去年公司引进美
国先进技术改造后的猪场污水处理
系统。”

10月21日，在罗牛山南吕猪场
内，王子胜捧起在经过10道环保工
序处理后已经清澈无比的污水，轻
轻搓洗着双手。

南吕猪场，罗牛山规模较大的
生猪饲养基地，在建成初期已配备

了一套污水处理系统，但随着国家
环保标准的提高，原有污水处理系
统已经无法达到环保要求，对此，罗
牛山又投入大量资金对现有设施进
行了升级改造。

这套“漂洋过海”过来的新型污
水处理系统，经过物理处理、厌氧
生化、好氧生化、强化处理等阶段，
层层处理后最终出水达到并超过环
保部最新实施的《畜禽养殖业水污
染排放标准》（2014征求意见稿）最
高标准，主要污染指标：COD小于
100毫克/升，BOD5小于 30毫克/
升，氨氮小于25毫克/升，SS小于
200毫克/升，水质可用于农作物灌
溉和冲洗用水，真正实现了畜禽养
殖和循环农业相结合的低碳养殖模
式。

如今，随着南吕猪场污水处
理的效益初现，借助这些环保项
目的技术优势和示范效应，带动
了罗牛山公司产业整体的节能环
保水平，率先在省内实施了畜牧
养殖业污染治理和转型升级，有
效地助推了海南整个畜牧业的转
型升级。

环保坚守——

率先实施畜污染治理
实现清污水分流和回收利用

10月22日，海口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内绿意盎然，一名工作人员动作娴熟地
用园区内排放出来的污水浇灌花木。

被列为海南省“十二五”规划新型工业
八大支柱产业重大项目，罗牛山农产品加工
产业园项目于2012年4月动工建设，一期
总投资15.96亿元。建设内容包括240万头
生猪屠宰、深加工易地技术改造及8万吨出
口标准冷链物流中心等项目。

园区建设本着环保节能、绿色低碳、
科技智能等可持续发展理念，并按“最先
进节能环保模式、最先进生产工艺设备、
最先进质量保障体系”的“三最”规划设计
标准进行建设，建成后将成为节能环保园
区新标杆。

“园内的所有生产污水经过综合处理
后，可以用来洗手洗脸，浇灌花草树木、冲
洗车辆，充分实现了循环利用，每年可节
水43.8万吨。”海口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负责人李勇说。

据了解，该园污水处理项目从荷兰全套
引进了机械转股格栅、不锈钢达芬奇气浮、
猪粪微处理器、搅拌型表曝机、百克尔澄清
池单元及带式污泥脱水机，同时配套建设
40立方米组合集水池，50立方米污泥贮池，
200立方米菌种池，1200立方米澄清池，
4900立方米曝气池两座，及1000平方米操
作设备间。采用荷兰MPS-AQUA工业水
处理公司的改良型A/O处理工艺，通过预
处理-固液分离-沉淀-气浮-缺氧脱氮-好
氧曝气等一系列过程，将高浓度的屠宰加工
及园区废水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标准
中的城市绿化水质标准，即中水标准，其中
COD小于20毫克/升、氨氮小于5毫克/升。

处理后的再生用水可用于园区绿化
和观赏鱼养殖，是目前国内同类园区配套
污水处理设施最齐全、处理规格最高的污
水处理项目之一。

处理过程中废水里的细小固体废弃
物和曝气池产生的好氧污泥最终通过机
械转股格栅和带式压滤机脱水处理后，以
农业综合利用和堆肥的方式进行消纳。
整个污水处理除好氧曝气环节外，全部为
封闭式。

数据显示，处理过程中集水池产生的
恶臭同时经过回流污泥进行生物处理抑制
臭气扩散，经五指山市环境监测站对园区
恶臭进行持续监测，所有臭气浓度指标均
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表1一级标准。

“这是我们以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按
‘污水处理—资源化应用—清洁发展—生
活生产用能’，‘能源加环保’的循环经济模
式，最终实现生产污水废弃物有效处理，使
企业获得能源、经济和环境效益三统一的
优化效果。”李勇说。

环保信心——

产业园污水
处理项目
将成业内新标杆

3

1

2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引入先进环保设备处理污水。建强 摄

图为海口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环境一流的生产车间。

建强 摄

图为海口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内排放污水经过污水处理项目后变成了
可以用来浇灌花草的清水。 乐凯 摄

罗牛山南吕猪场的污水经过多道环
保程序处理后，污水变成了清水。乐凯 摄

图为海口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内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正在处理园区内
的污水。 乐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