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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农业农村局 

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 文件 

南通市通州区财政局 
 

通农〔2020〕122 号 
   

 

关于印发通州区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和 
禁烧禁抛工作的补充意见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

禁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能力，有效遏制秸秆露天焚

烧及乱抛现象，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质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通州区 2020 年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抛工作意见》的基础上，制定《通州

区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抛工作的补充意见》，请

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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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 

 

 

南通市通州区农业农村局         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 

 

 

 

 

南通市通州区财政局 

2020 年 10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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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和 
禁烧禁抛工作的补充意见 

   （试行） 
 

为全面提升我区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切实强化秸秆禁烧

禁抛工作，有效解决秸秆露天焚烧、随意弃置问题，以秸秆

机械化还田为主，做到秸秆不还田即离田，在《通州区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抛工作意见》（通农〔2020〕52 号）

的基础上，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持续提高秸秆机械化还田能力。 

大力推进 75 马力及以上大中型拖拉机秸秆机械化还田

为重点的综合利用工作，鼓励开展犁耕深翻等生态型耕作，

逐年提高稻麦犁耕深翻还田率。全区在做好稻麦秸秆还田同

时，积极探索油菜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利用途径， 2020 年

度秋季开展 20 亩及以上连片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的试

验，试验点暂定总面积 600 亩，暂定补助 300 元/亩。对新增

大中型油菜条播装置、油菜联合收割机、油菜秸秆还田配套

固化粉碎机、1.7m 及以上自走式捡拾压捆机、0.7—1.2m 捡

拾压捆机等作业机械，经镇、区两级验收后，在省补基础上，

区财政补贴至售价的三分之一。 

二、建立村级秸秆收运体系。 

以村（居）为实施主体，对不还田的秸秆进行收储或外

运。一是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组建秸秆收集经纪人队伍，

专门负责村（居）的秸秆收运工作，特别是在夏收、秋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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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负责在规定时限内将秸秆收运离田至村指定秸秆收集点，

在完成秸秆收储运的同时，建立村离田面积明细表（到户）

及收储运明细台账备查，村（居）也可通过招标等方式委托

第三方进行秸秆收储处理。二是合理设置秸秆堆放点。村

（居）根据本区域秸秆产生量，设置若干个秸秆堆放点，原

则上离田 3000 亩以上设置两个以上秸秆堆放点，秸秆堆放

点要有明显标志，建立围网，安装监控摄像头，建立管理制

度，防止发生火灾等各类安全事故。三是强化镇（街道）秸

秆收储外运监管。各镇（街道）的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抛

工作组负责指导、协调区域内各村（居）做好秸秆收储运及

综合利用工作，在夏收、秋收期间，工作组每天检查各个村

收储、外运工作情况，填报秸秆综合利用统计表，形成台帐

资料，作为申报秸秆综合利用补助的参考。四是实行秸秆离

田收储补助。补助额以 2019 年稻麦还田补助面积为基数(离

田面积=种植面积-还田补助面积)，2020 年还田补助面积低

于 2019 年基数的的部分不列入离田补助。高于基数的，秸

秆离田并运至村指定收集点，夏熟作物每亩补助 100 元，秋

熟作物每亩补助 90 元。连片种植 2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及各

类主体一律推行秸秆机械化还田，不享受秸秆离田收储补

助。油菜秸秆按 100%离田计算补助额度。补助总额中，区

级财政承担 50%结算到镇（街道），镇（街道）及村（居）

承担 50%，镇（街道）、村（居）分担比例由镇（街道）根

据本地实际自行确定。区级补助面积由村级统计、镇级核查，

区级抽查复核后认定（附表 4）。原 40 元/吨收贮补贴政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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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废止。 

严格秸秆离田收储补助核查：村级每年在夏收、秋收结

束后 15 日内各村将包含水稻、三麦、油菜种植面积、还田

面积、离田面积（到户）、秸秆收储、外运量内容的统计表

经村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报镇（街道），镇（街道）30 日内

完成审核验收，并将各村离田面积（到户）、秸秆收储运明

细在村内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后，镇（街道）填

写秸秆离田、运输补助申报表等，经镇政府主要领导签字，

加盖政府公章后报区农业农村局。区农业农村局逐镇进行检

查复核，每镇随机抽查两个村，每村随机抽查两个生产小组

共 20 户农户，结合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抛巡查、督查

日检查记录，综合确定各镇（街道）离田收储补助额。 

三、着力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在目前我区没有大型秸秆综合利用企业的情况下，提倡

各镇（街道）以秸秆外运周边县（市）秸秆加工利用企业为

主要处理方式，同时鼓励、调动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秸秆综合

利用项目，积极争取上级项目，多途径开展秸秆综合利用。 

一是积极争取中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项

目，利用项目带动区域内秸秆综合利用的提升，建设各类综

合利用项目，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

机制。 

二是积极对接秸秆加工利用企业。农业大镇加强本地与

周边县（市）秸秆加工利用企业合作，尽量消化区域内收储

的秸秆。各镇（街道）安排专门人员对接收储加工企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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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收储运输秸秆量的统计台账，区级凭统计台账及秸秆加工

利用企业的过磅单、收购发票核查后，区级给予 100 元/吨的

运输补贴。 

三是鼓励农业大镇引进或自建秸秆处置项目，就地消化

各村（居）及周边镇（街道）收集的秸秆，降低秸秆处置成

本，单个项目经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验收合格后给予固定

资产投资额三分之一的补贴。 

四是鼓励秸秆肥料化利用。秸秆堆肥简单方便、就地取

材、廉价实用，且不受季节限制，全年均可堆制，鼓励各地

选择在规模种植户周边，距水源较近，运输方便的地方，因

地制宜设置秸秆堆肥点，制作堆肥。待秸秆腐熟后，进行就

近还田。秸秆堆肥点由镇（街道）核定统计上报，区农业农

村局组织验收合格，对制作堆肥需加入的秸秆腐熟剂（如

“301”菌剂、腐秆灵、化学催熟剂、“HEM”菌剂、酵素菌等）

凭购买发票给予购买价三分之一的补贴。 

四、积极推广农作物轮作试点。根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 2020 年度国家耕地轮作制度试点实施方案》，今年

我区实施轮作试点 7500 亩，轮作试点补助 350 元/亩，其中

省级财政补助 150 元/亩，区级财政补助 200 元/亩。轮作试

点主要在兴东机场周边、农业重点镇高速路两边、高标准农

田建设重点镇开展，以后逐步扩大轮作范围，以提升耕地地

力，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防止弃耕废

耕，减少秸秆产生量。 

五、加大监督巡查力度。建立 1 个随机抽查组、1 个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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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督查组、4 个联合督查组、15 个专项巡查组、1 个视频监

控组（无人机巡查）等 22 个督查巡查组。重点做到“十查”：

一查组织发动；二查宣传引导；三查火点、黑斑、抛河，依

法依规责成责任人限时整改，并予以经济处罚；四查使用不

符合规定农机具行为，未按规定加装秸秆切碎和抛撤装置的

收割机，不得下田作业；五查秸秆还田作业质量，秸秆切碎

长度小于 10cm，同时开启秸秆抛撒装置，深翻还田作业旋耕、

犁耕深度分别达到 12cm、22cm 及以上；六查秸秆机械化还

田率，符合大型机械作业条件的田块以秸秆还田为重点，如

确需留作他用须及时离田；七查秸秆离田，凡建立秸秆收储

点或秸秆腐熟点的镇（街道）村（居）要及时将不能还田的

秸秆离田集中处置；八查堆放点落实情况，查秸秆堆放点、

腐熟点按规定要求设置情况。九查督查指导到位，查镇（街

道）村（居）禁烧和综合综合利用督查指导到位情况；十查

安全隐患，重点是秸秆还田、收储机械使用安全和秸秆收储

点、腐熟点防火措施到位等情况；同时，各巡查、督查组还

要对村（居）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抛禁烧工作机制是否完善进

行督查，检查每个村（居）收储运工作开展情况和个体农户

综合利用秸秆（肥料化、燃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基料化）

的情况，填写日检查报表，供区级审核拨付收储补贴参考。 

六、完善考核奖惩机制。将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抛工作纳

入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内容，根据

考核结果给予相应奖惩。一是实行火点通报扣除。凡被生态

环境部通报的，每个火点扣 10 分，扣除补助经费 5 万元；

被省里通报的，每个火点扣 5 分，扣除补助经费 3 万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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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报的，每个火点扣 3 分，扣除补助经费 2 万元；被

区通报的，每个火点扣 1 分，扣除补助经费 5000 元；被媒

体曝光或群众举报并核实确认的一处火点扣 1 分，扣除补助

经费 5000 元。被部、省、市作为“第一把火”通报的，取消当

季奖励，并罚款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在财政体制结

算中扣除）。对全年生态文明建设评先评优工作实行一票否

决。二是实行自行处罚抵扣制度。自行处罚火点 6 起可抵消

区通报火点 1 起（黑斑、抛河参照执行），抵消扣完后，每

多处罚 10 起加 1 分，加分不超过 5 分。处罚款少于 500 元/

起不列入抵消和加分。三是实行秸秆综合利用成效与离田收

储补贴相挂钩制度。区巡查组、督查组发现乱抛乱弃秸秆每

起扣除村秸秆离田收储补贴 500 元。乱扔乱抛秸秆造成环境

污染的每起扣除补助 1000 元。未按规定实施机械化还田的，

取消机手当季作业补助。四是实行保证金制度。各镇（街道）

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分别缴纳 1 万元、5000 元作为禁烧

保证金，按期缴至指定帐户。被确定为部、省、市、区“第一

把火”的，分别扣除主要领导保证金 3000 元、2000 元、1000

元、500 元；分管领导 2000 元、1000 元、500 元、200 元。

各镇（街道）参照执行。2021 年起，将实行激励措施，具体

细则另行制订。五是推行村规民约制度。组织各村（居）制

定秸秆禁烧禁抛村规民约，明确违规村民惩戒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