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宁市 2020 年中央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

工作方案

为持续推进我市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原则和目标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

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把加强秸秆综合利用作为防治大

气污染、推进绿色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作来

抓，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和耕地质量为目标，与黑土地保

护相结合，以“一主两辅”（还田为主，燃料化、饲料化为

辅）为重点，拓宽利用路径，完善扶持政策，探索建立政府、

企业与农民三方共赢的秸秆综合利用利益链接机制，实现秸

秆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提升。

（二）基本原则

第一是坚持一主两辅、聚焦还田。根据土壤地力提升需

要，坚持与黑土地保护同部署同落实，聚焦秸秆还田，有效

提升耕地地力，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

猫”；第二是坚持统筹规划、有序推进。综合考虑秸秆资源

种类、产量，秸秆产业基础优势、发展布局，以及农民意愿、

运输半径等多方面因素，推进秸秆多元循环利用，避免资源



闲置或过度竞争；第三是坚持政府扶持、农户为主。加大对

秸秆综合利用和收储运有关方面的扶持力度，全面发挥农户

主体作用，鼓励引导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企业等多元主体投入秸秆综合利用；第四是坚持科技推

动、延长链条。加强科技攻关，着力解决以玉米、水稻秸秆

为重点的综合利用难题，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装备和工

艺水平，延长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条；第五是坚持健全机制、

形成合力。按照省级定方案抓落实、定目标、定标准、定政

策，在牡丹江市级抓协调协调、督导、配套指导下，县级履

行实施主体责任，乡村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形成整体合力。

（三）工作目标

在巩固已有工作基础、加大工作推进力度、保持扶持政

策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政策扶持

机制，全面落实农民主体责任，确保耕地质量提升和大气环

境质量提高。2020 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秸

秆还田率达到 60%以上。

二、主要任务

（一）秸秆肥料化利用领域

以实施玉米、水稻、大豆等农作物秸秆直接还田为重点，

总结并推广实施成熟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提高秸秆肥料化利

用率。各镇村可结合当地土壤类型和所在积温区，选择适宜

的秸秆还田技术模式，促进耕地质量提升。因地制宜推广玉



米秸秆翻埋还田、玉米秸秆碎混还田、保护性耕作覆盖还田、

水田秸秆翻埋还田、水稻秸秆旋耕还田、水稻秸秆原位搅浆

还田、大豆秸秆还田、秸秆造肥提质还田等技术模式。

（二）秸秆饲料化利用领域

鼓励规模化养牛（羊）合作社、大户开展秸秆青贮、氨

化、微贮、压块、颗粒等饲料化利用，饲料化利用量要和当

地草食畜禽饲养量相匹配。

（三）秸秆能源化利用领域

各镇结合本地秸秆资源和市场需求情况自主选择。积极推广

秸秆固化成型、生物质锅炉、秸秆发电、秸秆生物气化等技

术。鼓励支持集中供热小燃煤锅炉改造或更换为生物质锅

炉，继续引导农户安装户用生物质炉具。按照全市生物质发

电规划，根据各镇地秸秆资源条件、分布特点、收集半径及

保障能力，充分利用好生物质电厂消耗秸秆。

（四）秸秆基料化利用领域

利用生化处理技术，利用秸秆生产水稻育苗基质、草腐菌类

食用菌基质、花木基质、草坪基料，带动秸秆产业化发展。

（五）秸秆原料化利用领域

围绕现有基础好、技术成熟度高、市场需求量大的重点行业，

鼓励生产以秸秆为原料的非木浆纸、木糖醇、包装材料、降

解膜、餐具、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大力发展以秸秆

为原料的编织加工业。



（六）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

加快建立以需求为引导、利益为纽带、企业为龙头、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骨干，政府推动、农户参与、市场化运作、

多种模式互为补充的秸秆收储运服务体系。支持发展秸秆收

储大户，壮大秸秆经纪人队伍，提供秸秆收储运综合服务。

鼓励发展农作物联合收获、打捆压块和储存运输全程机械

化。

三、扶持政策

坚持“还田利用为主、离田利用为辅、各级财政支持、

农民等主体共担”的原则，进一步加大秸秆综合利用特别是

秸秆还田环节政策支持力度。

（一）秸秆还田作业补贴

1.玉米秸秆全量翻埋还田作业补贴。翻埋作业深度达到

30 厘米，达到待播状态后省级每亩补贴 40 元，鼓励农户增

加投入，确保作业标准。

2.玉米秸秆松耙碎混还田作业补贴。碎混作业深度达到

30 厘米，达到待播状态后省级每亩补贴 40 元，鼓励农户增

加投入，确保作业标准。

3.玉米秸秆联合整地碎混还田作业补贴。达到待播状态

后省级每亩补贴 25 元，鼓励农户增加投入，确保作业标准。

4.玉米保护性耕作项目补贴。按照国家和我省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有关政策执行。



5.水稻秸秆翻埋还田作业补贴。翻埋作业深度达到 20

厘米±2 厘米以上，省级每亩补贴 25 元。

6.水稻秸秆旋耕还田作业补贴。旋耕作业深度达到 15

厘米，省级每亩补贴 20 元。

7.水稻秸秆原位搅浆还田作业补贴。作业深度达到 12

厘米，可结合实际适量喷施秸秆腐熟剂，省级每亩补贴 20

元。

（二）秸秆离田利用补贴

1.玉米青贮配套补贴。利用国家粮改饲项目，对省内所

有地上窖贮（含平贮）全株玉米青贮进行补贴，在每吨国家

补贴 60 元的基础上，省级配套补贴 40 元。

2.秸秆离田利用补贴。对纳入全市各级秸秆综合利用管

理台账的村集体、各类经营主体和企业（由于生物质电厂已

享受上网电价补贴，该项补贴不包括生物质电厂），根据其

当年实际利用玉米、水稻秸秆量省级给予每吨 50 元的补贴。

利用补贴申报时要一并说明利用方向、利用主体等信息，申

报情况要和本地秸秆资源量和秸秆还田情况相衔接，各单位

要严格把关。

（三）秸秆还田离田机具购置补贴

对购置拖拉机（旱田 150 马力以上，水田 60 马力以上）

和翻转犁、具有深松功能的联合整地机、圆盘耙、埋茬起浆

机（水田搅浆平地机）、水稻秸秆深埋旋耕机、免耕播种机、



安装打捆装置的收获机、秸秆粉碎还田机等秸秆专用机具

（不含搂草机、打捆机）及农机智能监测终端，并用于处理

秸秆的购机主体，在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的基础上，省级

按照所购机具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额度的三分之二给予

累加补贴，总补贴额不超过机械销售价格的 50%，县级负责

组织所购机具补贴审核发放，并依法做好相关监督管理工

作。

（四）“三年行动计划”相关补贴政策

为维护政策稳定性，继续按照省政府关于秸秆综合利用

“三年行动计划”相关内容，执行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建设、

秸秆工业原料化项目建设和生物质炉具购置等补贴政策，并

结合实际予以适当调整。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建站补贴。严

格审核原料收集、存储、自筹资金能力和产品销售渠道，结

合资源量和还田率，严控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建站数量，避

免重复建设、浪费产能。按照年产 0.25 万吨投资 100 万元、

年产 1 万吨投资 300 万元、年产 2 万吨投资 590 万元的建设

标准，分别按照实际完成投资额度的 70%、50%和 30%给予补

贴，最高补贴额度分别不超过 70 万元、150 万元和 177 万元；

对年产 3 万吨及以上（按整万吨计算）的大型秸秆固化成型

燃料站，建成后按实际完成投资额度的 30%给予补贴，每万

吨产能补贴额度最高不超过 88.5 万元。省级和县（市、区）

按 1∶1 的比例分担。



（五）秸秆离田作业补贴

为确保 2020 年度玉米、水稻秸秆全部出地，剩余暂得

不到利用的秸秆进行离田作业环节补贴（已享受玉米和水稻

秸秆离田利用补贴的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达到作业标准的

省级每亩补贴 10 元，鼓励农户增加投入，确保作业后达到

待播状态。出现焚烧秸秆、焚烧残余物情况的地块，不得发

放补贴。

（六）散煤替代补贴

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广安装秸秆直燃锅炉和

秸秆成型燃料锅炉。对农户使用秸秆固化燃料替代散煤的，

鼓励各镇村结合本地实际，给予农户适当补贴支持。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领导，成立以主要

领导为组长的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秸

秆综合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局，

由农业农村局长梁国强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绩效考核等工作。各镇要

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逐级签订秸秆综合利

用任务书，实行专班推进、挂图作战。要把秸秆还田和离田

作业措施落实到农户和地块。在保证完成秸秆综合利用率的

基础上，灵活选择各项利用途径。



（二）明确职责分工

市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具体推进。市

农业农村局负责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固化压块以

及秸秆机械化还田指导工作。市发改局负责生物质发电项目

核准和建设推进工作。市财政局根据建设任务的资金需求

量，做好资金筹措和拨付工作。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抓好秸秆

禁烧工作。市工业信息科技局负责秸秆工业原料化利用项目

推进工作。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项目建设

用地依法给予支持，将秸秆综合利用、生物质发电等环保项

目纳入各镇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积极做好项目用地预审

等前期工作。市税务局负责落实好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

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增值税即征即退和企业所得税减

计收入等政策支持。电力部门负责落实对秸秆捡拾、切割、

粉碎、打捆、压块等初加工用电按农业生产电价执行等政策。

市金融办要引导银行机构积极给予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

用企业贷款政策支持。

（三）强化技术支撑

为有序高效推进秸秆还田、离田及秋整地工作。农技、农机

等部门要加强培训和指导，推广简便实用的秸秆综合利用技

术。要鼓励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和农机大户安装农机作业检测

仪器，提高作业标准、提升作业水平。培育秸秆综合利用的

服务主体，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小农户的作用，提



高秸秆综合利用能力。

（四）加大宣传力度

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报纸、互联网等多种手段，大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扶持政策，

进一步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意识。适时举办秸秆综合利用产业

发展现场会、展示会，打造秸秆综合利用示范样板，增强辐

射带动效应，提升全市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五）严格工作考核

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纳入全市年度目标考核，实行目标

管理。按照省级制定验收标准和考核办法，开展重点考核和

总体评价，对不能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的，进行通报批评，

秸秆综合利用率、还田率未完成既定任务目标和出现秸秆焚

烧火点的将按数量扣拨奖励资金。性质严重的，要进行约谈

和严肃问责。对发现的违规违纪现象，坚决从重从严查处，

严肃追究责任。

附件：

1、东宁市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还田作业面积任务分解

表

2、东宁市 2020 年秸秆离（还）田计划表



附件 1：

2020 年东宁市秸秆综合利用还田作业面积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亩

序号 单位
2020 年播种面积（统计局提供） 应还田面积（还田率 60%以上） 应离田面积

水稻 小 麦 玉米 大豆 水稻 小 麦 玉米 大豆 水稻 小 麦 玉米 大豆

总 计 4.96 0.61 35.69 46.73 0.6 0.61 20 46.73 4.36 15.69

1 东宁镇 0.50 6.37 1.19 3 1.19 0.5 3.37

2 三岔口镇 3.34 3.56 1.11 0.6 1.5 1.11 2.74 2.06

3 大肚川镇 0.75 10.62 3.87 8.5 3.87 0.75 2.12

4 老黑山镇 0.25 0.01 2.97 5.74 0.01 1.5 5.74 0.25 1.47

5 道河镇 0.05 5.63 8.33 4.5 8.33 0.05 1.13

6 绥阳镇 2.74 9.37 1 9.37 1.74

7 绥阳林业局 0.60 3.63 16.51 0.60 16.51 3.63

8 东宁市农业农村局 0.08 0.15 0.60 0.60 0.08 0.15

9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0.02 0.00 0.02



附件 2：

东宁市 2020 年秸秆离（还）田计划表
单位：亩

序

号
农户姓名

主要农作物种植面

积
秸秆计划还田面积 秸秆计划离田面积

计划离

田完成

时间小计 玉米 水稻 小计

玉米秸

秆全量

翻埋还

田

玉米秸

秆松耙

碎混还

田

玉米秸

秆联合

整地碎

混还田

作业

玉米保护

性耕作（免

耕）

水稻秸

秆翻埋

还田

水稻秸

秆旋耕

还田

水稻秸

秆原位

搅浆还

田

小计 玉米 水稻

注：种植面积=秸秆还田面积+秸秆离田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