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重建，完善设施打造梦想家园

对矿区进行生态修复的同时，

化竹煤矿对矿区转型升级和持续发

展做了成功的尝试。

在农业生产中，土壤是最基本

的生产要件，由于化竹煤矿矿区范

围内受硫铁矿开采和炼硫污染的面

积较大，表土覆盖层较薄。因此，

在治理过程中，化竹煤矿惜土如

金，积极收集复耕土，为下一步复

耕土地做准备。

为激发土壤活力，煤矿依靠科

学技术，让矿区土壤充分吸收外来

“养分”，将每一寸土地变成沃土，

真正达到“土壤吸收养分有效，复

垦有保障”的目的，保证了农产品

产得出、过得关、销得快、收得

多。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完善水利

设施建设，化竹煤矿在平坝乡建设

引水站，并铺设 3000 米引水管到复

垦区，修建了容积分别为 1000 立方

米和 800 立方米的蓄水池。完善的

水利设施，为人畜饮水和生产生活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为保障农业生产便利化，化竹

煤矿架设了喷灌覆盖面积达 300 多

亩的专用喷淋设施、修建机耕道、

通村道路和购置洒水车，修建截、

排水沟 3840 米，配套修建 4 个沉淀

池，实现水污分离。

生态环境治理好了，植树造林

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同步进行，紧

接着就是进行田园综合体建设，为

群众打造休闲游乐的好去处。为

此，治理人员在矿区内建设一个水

面面积达 127 亩的人工湖，放养鱼

苗 5 万尾；铺设沿湖景观道路，景

观路旁种植红叶石楠、小杜鹃、月

季、金叶女贞等 13 万棵树苗；建设

凉亭和长廊，为群众提供了一个散

步、休闲的场地。

“夏天邀请亲朋好友来这里游

玩，整个人都身心舒畅，菜园里的

蔬菜也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闲暇时

我还来矿区参与管护花草树木。”

新民村村民尹廷华高兴地说，他每

个月在矿区工作十天左右。为保证

树种一片、活一片、绿一片，矿区

专门聘请了附近的村民组成专职的

园丁队伍进行管理。

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生态重建工

程 ， 化 竹 煤 矿 成 功 再 造 “ 小 生

态”，恢复了绿水青山，引来了多

年不见的白鹤，它们的到来就是矿

区高质量完成生态修复工程的有力

证明。

因地制宜，多举措修补矿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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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乡新龙村煤、硫铁矿资源丰富，

上世纪 80年代，一根根高大的烟囱拔地而

起，土法炼硫磺、采煤业盛行。从此，青

黄的烟雾笼罩在人们的头顶，飞鸟散尽，

草木不生。

“煤矿关闭前，屋顶上、水缸里都有

一层煤粉，种的蔬菜总是烂在地里。”村

民李泽华说，当时，大大小小的煤窑到处

都是长期的煤炭开采导致矿区内地表塌

陷、山体崩裂，地表水受到严重破坏。

而今，往日炼硫的喧嚣早已远去，高

耸的煤堆、飞扬的煤尘也没了踪迹，“灰

色”场景永远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取

而代之的是排列成行的树木，见证着人们

复垦复绿的成绩。

2013 年 9 月，康腾公司启动了化竹煤

矿矿区综合治理工程。

在贵州省，开发式矿山治理与修复工

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因此，矿山治

理的人们种下的 5.6 万株水杉树苗，因为

遭遇虫灾，存活的寥寥无几。

失败了就得总结经验，查找原因。时

任该康腾公司总工程师的戴志东带着工人

一边探索一边开展治理，参照煤矿露天开

采的相关安全与技术要求，结合矿山地质

环境综合治理与土地复垦有关技术标准，

与环保科技公司、西南大学、贵州工程应

用技术学院等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技

术合作和交流，探索出了一套“治理区表

层耕土、熟土剥离、存储→采空区揭露及

残煤回收→回填及土地复垦→道路和水利

工程修建→复绿及景观再造”的治理方

法。

“我们本着‘宜林则林、宜农则农’

的原则将矿区划分为原始地貌保持区、生

态修复和耕地修复区，对不同区域采取差

异化的治理措施。”化竹煤矿负责人刘洋

说，原始地貌区地下无采空区，则采取保

持地表稳定的措施；对生态修复区分布的

小煤窑进行地形整理和覆土；耕地修复区

主要是土地整治形成的山间平坝和面积较

大的地表，改良土壤后建成高标准农田。

化竹煤矿采取“跟进式”复垦复绿，

针对矿区内存在的矿山环境问题和分布特

征，对采空区进行揭露、回填压实，保证

回填的地形与周边地形保持协调，避免造

成新的地灾隐患。

治理过程中，化竹煤矿坚持一手抓生

态修复，一手抓资源节约和回收利用。

本着不浪费资源的原则，化竹煤矿将

废弃的煤炭进行二次回收，自治理工程实

施以来，已累计回收残煤 255万吨。

“复绿工程开始后，我每天都和工友

们来矿上参加复绿工程，几十辆工程车来

回穿梭，挖掘机忙个不停，在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种下去的树都存活了。”李泽华

回忆说。

久久为功，成效显著。经过八年的综

合治理，化竹煤矿彻底消除了因开采活动

引发的地质灾害，治理修复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累计治理面积达 2000 余亩，其

中恢复林地 1300 亩，播下的 6.9 吨草种在

这里生根发芽，持续改善了矿区的生态环

境。

由“黑”变“绿”促转型 重振山河焕生机
—— 金沙县新化乡化竹煤矿矿区生态复绿与产业发展并行记述

□ 本报记者 陈燕民 刘 燎 通讯员 李朝举

初冬，暖阳照耀着乡间蜿蜒而又平整的柏油路，这条道路穿

越了金沙县新化乡新龙村的一片原野。山上种满果树，脚下则是

松软的草地。山脚，是一个波光粼粼的人工湖。湖面上，三三两

两的水鸟在戏水。谁曾想，20年前，大规模的煤炭开采，让原

本青绿的大地满目疮痍。而今，通过贵州康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腾公司”）人工治理后，昔日翠绿的山坡恢复了

原貌，春到桃林焕彩，秋来硕果满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群众

安居乐业。这个曾经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化竹煤矿矿区，已然成

为一个省级高效农业示范园区！

随着化竹煤矿治理与生态修复

的深入推进，这座昔日的煤山完成

了由“黑”到“绿”的转型，转型

之路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矿山

的“绿色蝶变”也反哺了一方百姓。

为消除地质灾害带来的影响，

保证群众的住房安全，化竹煤矿帮

助矿区内的村民实施搬迁，累计搬

迁 62 户村民，补偿款达 1400 万元；

向村民流转土地 2300 亩，支付土地

流转资金达 4000 余万元。通过实施

搬迁工程和流转土地，改善了群众

的住房和生活条件。

就地发展产业是助力群众脱贫

的重要路径，化竹煤矿与新化乡人

民政府签订 《村企合作助力脱贫攻

坚共建小康社会帮扶合作协议》，

由化竹煤矿投资成立农业开发公

司，新化乡新龙村农业合作社输出

劳动力，利用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示

范项目。

“2018 年，我们投资 200 万元建

设了 10个标准大棚， 目前主要种植

香菇、平菇和猴头菇。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

种植技术骨干，为接下来扩大种植

规模打下了基础。”刘洋告诉记者，

产业效益的 30%给予新化乡 10 个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10%给予新龙村的

老百姓，实现治理主体、村集体和

村民共同发展。

在实施过程中，化竹煤矿招聘

当地脱贫户参与复绿工程的各个环

节，为 390 余人提供就业岗位，每

月发放工资 70余万元。

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有机

结合，化竹煤矿不仅赢得绿水青

山，还注重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与

当地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助力

新化乡打赢脱贫攻坚战。“短期能

脱 贫 ， 长 期 能 致 富 ， 未 来 可 持

续”，是化竹煤矿在乡村振兴中接

续奋斗的目标。

2018 年 6 月，化竹煤矿矿区被

列为市级农业产业园区，除发展大

棚种植食用菌，园区内还种植辣椒

100 亩 、 茶 叶 200 亩 、 经 果 林 350
亩。2019 年 10 月，化竹煤矿矿区被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评为省级高效农

业示范园区，成为全省唯一一个在

废弃矿山上建设起来的省级示范园

区。

“我们计划对民居进行统一规

划和施工，做好群众回迁安置工

作，将化竹煤矿矿区打造成民族风

情小镇。”新化乡党委书记李才忠

介绍，新化乡分散居住着苗族、彝

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属于多民族

聚居乡，各少数民族都保持着古朴

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下一步，将整

合“特色、产业、宜居”要素，搭

建“旅游+农业”“旅游+文化”的

融合发展桥梁，推动群众增收、村

集体经济壮大、治理主体转型增效

互促共赢，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

有机统一。

发展产业，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目标

化竹煤矿矿区的连片经果林

生态修复后的化竹煤矿矿区绿意盎然生态修复后的化竹煤矿矿区绿意盎然

化竹煤矿矿区人工湖

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