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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期（总第 28 期） 

 

绍兴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25 日 

                      

编者按 

自 2019 年 4 月 30 日绍兴市入选“11+5”全国首批试点城

市以来，绍兴市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认真贯彻《绍兴市“无废

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项

目清单》工作内容，按照五大类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的要求，在制度、市场、技术、监管四大体系方面积极寻求突

破，取得重要成效，形成了一些工作模式。      

 

本期要目: 

○绍兴市农药废弃包装物全链条监管回收处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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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农药废弃包装物全链条监管 
回收处置模式 

 

一、基本情况 

绍兴市处于浙西山地丘陵、浙东丘陵山地和浙北平原三大

地貌单元交接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形成群山环绕、盆地内含、

平原集中的地貌特征，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全市现有

耕地 288.53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240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100.24 万亩。近年来，以发展“品质农业”为主线，坚持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品牌兴农，茶叶、蔬菜、畜牧、水产、花卉、

干鲜果等特色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主导产业产值占比超过 80%，

2019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16.18 亿元，增长 2.5%，增加

值 211.07亿元，增长 2.4%。全市小麦种植面积 10.51 万亩，总

产量 2.9 万吨；早稻种植面积 24.48 万亩，总产量 10.87 万吨。

2020 年绍兴市农药使用量 4761.11 吨，产生农药废弃包装物产

生量 333.29 吨。2020年绍兴市农药使用量 4761.11 吨，产生农

药废弃包装物产生量 333.29 吨。 

“无废城市”试点工作开展以前，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臵

工作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分布零散、农户回收意识低、运

输困难、储存场地少、处臵能力不足。自“无废城市”试点建设

工作开展以来，针对以上问题，绍兴市推出制度、市场、技术

等一系列举措，探索形成了农药废弃包装物“绿色农业助推源头

减量、标准化助推收储运体系建设、产业培育助推无害化处臵”

的全链条监管回收处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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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农药废弃包装物全链条监管回收处臵模式示意图 

 

二、主要做法 

（一）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实现农药废弃包装物源头减量 

1、技术创新 

绍兴市实现农药废弃包装物源头减量的特点是“统防统治+

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是病虫防治组织方式的创新，它指的是具

有相应植物保护技术和设备的服务组织，开展社会化、规模化、

集约化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绍兴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培育和

扶持统防统治服务主体，建设整村制、整畈制、整社制植保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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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服务试点，探索和丰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体系，建设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区。绿色防控是病虫防治技术体

系的创新，它指的是从农田生态系统整体出发，以农业防治为

基础，积极保护利用自然天敌，恶化病虫的生存条件，提高农

作物抗虫能力，在必要时合理的使用化学农药，将病虫危害损

失降到最低限度。绍兴市通过积极推广绿色防控中的农业防治

技术，生态调控技术、理化诱控技术、科学用药技术，2020 年

全市在早春二化螟化蛹高峰期进行翻耕灌水杀蛹面积 10.2 万

亩；稻田机耕路两侧种植显花植物 30200 亩，田埂种植诱虫植

物香根草 8000株，田埂留草 91000 亩；在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

安装性诱剂 32800 套、杀虫灯 444盏，释放天敌赤眼蜂 2670万

头；引进推广高效施药器械和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

型农药，开展集中用药、轮换用药与交替用药，示范区内 95%

以上农户实行专业化统防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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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推动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创建，在 2019年上虞成功创建的

基础上，各区、县（市）全面启动创建工作，2020 年诸暨、嵊

州、新昌成功创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全市域推进农药实名

制改革，抓好农资经营体系建设，重点推广“刷脸”、“刷卡”

等实名销购新技术，2019 年我市已完成 623 家农资店实名制销

购全覆盖，同时，推进《种植业生产记录管理本》制度，鼓励

农户记录农药使用时间、使用量等信息，实现农药“进-销-用-

回”闭环管理。 

3、资金奖励 

推动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区建设，2017 年至 2020 年，全市共

建成省级级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区 17 个，市级绿色防控技术示范

区 36 个。对新建的市级绿色防控示范区奖励 8 万元/个，对维

护已建的市级绿色防控示范区奖励 4 万/个，2017 至 2020 年，

共完成政策资金奖励 240 余万元。同时，定期和不定期对统防

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实施主体严格执

行实施方案的技术要求，特别是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要真正落

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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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效果 

通过实施以“统防统治+绿色防控”为重点的农药减量技术，

全市 2016 年农药使用量 5850 吨，产生农药废弃包装物 409.5

吨，2020 年农药使用量 4761 吨，产生农药废弃包装物 333.29

吨，通过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技术，实现农药废弃包装物

源头减量 76.21吨。 

（二）完善收储运体系建设，提升农药废弃包装物收储能力 

1、市场模式创新 

农药废弃包装物属于危险废物，归集后的运输要按照危化

品运输管理规定，一是危化品运输专用车价格较高，造成处臵

成本增加；二是农药废弃包装物压缩打包会造成残液外泄，引

起二次污染，不压缩打包，运输量小，占用仓库空间大，成本

增加。 

合理布局农药废弃包装物归集单位。目前全市有 6 家归集

公司，623 家回收点，归集公司为越城区、柯桥区共用绍兴农丰

农资有限公司，上虞区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诸暨市农业生

产资料有限公司和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嵊州市田田圈农业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和新昌县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目前我市农

药废弃包装物回收、运输工作的特点是“回收点统一回收+归集

单位集中运输储存”，由回收点负责回收农户交还的农药废弃包

装物，先行垫付回收资金，回收价格标准由各地确定，一般按

种类大小为 0.2-1 元/瓶或 0.1-0.2 元/袋。归集公司定期安排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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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到各乡镇（街道）回收点，将已回收的农药废弃包装物至

仓库，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浙江省危险废物运输管理工作的

意见》要求，规范农药废弃包装物归集后的运输行为，落实专

用车辆负责农药废弃包装物归集后的运输，做到防雨、防渗漏、

防遗撒。 

 

 

 

 

 

 

开展农药废弃包装物标准化仓库项目建设。推进农药废弃

包装物标准化收储中转仓库建设，按照危险废物收储标准，委

托专业单位制定设计方案、开展环评报告编制、实施项目建设，

对收储池、地坪和墙面做环氧乙烷防渗措施，配备光催化氧化+

活性炭吸附处理、废气处理、监控等设备，在回收农药废弃包

装物的同时实现废气残液密闭收集，目前已完成 6 个标准化收

储仓库建设，覆盖所有区、县（市）。如上虞区投入资金 45 万

元，建成农药废弃包装物收储仓库标准化建设项目，仓库最大

贮存量为 30 吨，年流转量可达 210 吨，对全区 126 个分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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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回收点的农药废弃包装物（包括袋、瓶、桶等）进行分类、

计量和清点，并登记造册后送至收储仓库，通过整理、压缩、

打包收储，适时送上虞春晖固废处理有限公司和众联保有限公

司进行无害化处臵。 

 

 

 

 

 

 

 

 

 

 

 

 

2、制度保障 

为强化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臵工作，2015年 10月，市农

业局在上虞区召开全市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臵现场推进会，

2016 年 7 月，由市农业局联合市环保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四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和集中处

臵工作的通知》，文件明确提出目标任务，落实各部门职责与工

作保障措施，组建部门联席会议，协调解决了部分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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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废弃包装物集中无害化处臵单位和处臵价格难确定的困

难。2019 年 6月，由市农业农村局起草、市“无废办”印发了《深

入推进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和集中处臵工作实施意见》，对原文

件进行修订，在完善回收处臵体系、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和提

升储运管理水平三个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各地修订完善

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臵实施办法，按照“方式灵活、竞争择优”

的原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深入推进网点折价回收、

收储单位集中归集、压缩打包运输存放、专业单位处臵等工作。 

3、实施效果 

目前归集公司在全市布臵了 623个回收点，已实现农药废

弃包装物全市域收储运全覆盖，2016 年至 2020 年，全市共回收

农药废弃包装物 2483.93 吨。同时建成了 6个标准化收储中转

仓库，实现废气残液密闭收集，彻底消除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培育处置企业，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 

1、市场培育 

2016年，我市农药废弃包装物处臵资源比较紧张，共有农

药废弃包装物处臵企业 2 家，包括柯桥的绍兴华鑫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和上虞的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经多年培育，2020

年全市共有处臵企业 4家，新增上虞的众联环保有限公司，诸

暨的兆山环保有限公司，处臵能力增长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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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补助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和集中处臵工

作的通知》和《深入推进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和集中处臵工作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要落实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臵经费，

支持回收网点建设、标准化收储中转仓库建设、专业化处臵等

工作，2016 年至 2020 年，全市共投入资金 7168.1 万元用于农

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臵工作。 

3、实施效果 

通过培育处臵企业，我市农药废弃包装物处臵能力增长了

一倍，原本到年底处臵量集中导致无法完全处臵的情况已基本

消除，2016 年至 2020年，全市共处臵农药废弃包装物 2409.19

吨，大大减轻了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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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成效【相关指标的变化等反映模式成效的表述】 

2020 年，全市实际回收农药废弃包装物 448.505 吨，回收

率 134.57%（含历史存量），处置 486.905 吨，处置率 162.32%

（含历史存量），建成标准化收储中转仓库 6个，全面满足全市

收储要求。 

 

四、推广应用条件【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

市场需求等，并指出模式推广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绍兴市农药废弃包装物全链条监管回收处臵模式，在有危

废处臵企业的城市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同时此项工作需要财政

稳定投入，每年需要地方财政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收储运体系

建设和最终处臵。结合绍兴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臵经验，全

国其他同类城市在推广应用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问题：（1）农

药废弃包装物属于危险废物，运输受到的制约条件较多；（2）

由于地区间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价格差异，个别回收点存在投

机性回收现象；（3）随着农药包装物的轻质化，塑料瓶、袋的

占比增多，农药废弃包装物产生量的换算方式可能需要逐年调

整。 
  

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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