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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共同呼吁下，2016 年底新发
布的《环境保护税法》中，将固体废弃物纳
入了征收对象，其税额为每吨 5元至 1000
元。“应该树立产生废物就是排污的观念，
和废气、废水一样，排污就应该收费。”日
前，在由 E20 环境平台、中国城市建设研
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固废战
略论坛上，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
管理技术中心主任凌江表示，当前我国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低于世界先进水平，浪
费资源同时污染环境，必须通过政策调
整，改变当前粗放利用的局面。

加强利用势在必行

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我国工业
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超过 30 亿吨，2015 年
产生量达 32.71 亿吨。同时，我国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率为 60%，而我国台湾地区达
80%；我国尾矿综合利用率为 20%，而发
达国家平均水平为 60%。“这既是差距，也
说明了固废产业发展潜力很大。”凌江说。

目前，我国固废行业占整个环保产业
的比重仅为 20%，远低于德国 66%、日本
67%的水平，潜力巨大。凌江认为，我国
固废利用行业处于快速发展的前期阶段。

同时，发达国家固废产业即使进入了
相对饱和阶段，为了节约资源，他们仍在
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不断加码。如欧盟
2014 年提出“零废弃”计划，要求资源生
产率到 2030 年提高 30%；日本 2000 年开
始搞循环型社会，提出到 2020 年资源生
产率要达到每吨 42万日元。

我国的资源利用方式却仍显粗放，对
固废资源的利用和重视也相对不足。凌
江举例说，2014 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
度达 71%，而当前全国堆存铁尾矿中约有
22亿吨铁；对于铁矿石严重依赖进口的我
国来说，如何充分发掘工业固废这座“矿
山”的资源潜力，值得深思。

“我国重要资源自给能力不足、对外
依存度高，既不利于国家战略安全，也很
不明智。”凌江说，我国的 45 种重要战略
资源中，有 22种对外依赖度很高。

同时，我国每年有十几亿吨固体废物
未被利用，也造成巨大环境压力。全国累
计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超过 300 亿吨（不
包括废石），总占地超过 105 万公顷，是
2014 年新批准建设用地的 2.6 倍，挤压了
经济发展的宝贵空间。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关凤峻
介绍，截至 2015 年，全国仍有 220 万公顷
采矿损毁土地，其中固体废弃物堆放损毁
26万公顷，急需修复治理。

顶层设计亟待完善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司长高云虎说，“十二五”期间，我国 5 年
利用大宗工业固废约 70 亿吨。《中国制造

2025》要求：到 2020 年，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率达到 73%。

据介绍，平均每综合利用 1 吨工业固
体废物，可产生 320 元价值。某钢铁企业
2006 年 至 2013 年 处 理 冶 金 渣 1800 万
吨，回收精品钢铁物料 690 万吨，生产优
质建材产品 680 万吨，相当于减少使用铁
矿石近 3000 万吨，节约标煤 1100 万吨，
可见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前景可观。

但近年来，全国出现大量工业固废违
法处置的现象。凌江说，这和处置成本高
有关，固体废物处理成本占工业企业运行
成本的 8%至 10%。2014 年处置、贮存的
12.5 亿吨工业固体废物，预期处理成本
2625 亿元至 3875 亿元，相当于当年环境
污染治理投资的 27%至 40%。

凌江认为，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
进法》都对固废利用作出了原则性要求，
但“可操作性少了一些，激励性政策多一
些，约束性政策少一些”；在医疗废物、电
子废物、危险废物等方面的要求过于宽
泛。而欧盟等经济体对污泥、包装废物等
方面都有具体要求，我国在法律及相关政
策方面还有一定完善空间。

过去，工业固废没有纳入排污收费项
目中。业内人士认为，固废和废水、废气
一样都是排污行为；在 2016 年底新发布
的《环境保护税法》中，已经将固废纳入征
收对象。E20 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
现在推进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正试图改变
这种局面，通过税费改革倒逼工业固废资
源化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

“小散乱”隐患多

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企业违法倾倒
危险废弃物现象，有的甚至是跨地区作
案，给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这种现象为何
屡禁不止？

“我国每年产生危废 4000 万吨左右，
虽然在 30 多亿吨工业固废中所占比例很
小，但在处置和利用过程中风险非常突
出。”凌江说，2015 年我国危废处置和利
用的水平仅为 1500 万吨，剩下 2500 万吨
往往由企业自行利用，带来很大隐患；有
的企业到处乱扔危险废物，污染环境。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曙生
说，危废行业涉及 49大类、400 多小类、上
千种废物，管理体系非常复杂，不能简单
套用生活废物的管理理念和技术。

同时，危废处置产业“小而散”现象非
常突出，获得危废处置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近 2000 家，但总共才利用了 1500 万吨规
模。企业规模都很小，增加了管理难度；
由于危废处置能力严重不足，加上行业利
润率较高，吸引了社会投资争相进入。但
很多社会资本并不具备相关技术实力，更
多是抱着进来“捞一把”的心态。

“危废处置行业市场不大、风险高，如
果没有实力，最好不要轻易进入。”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
究所首席研究员、所长王琪表示，目前很
多地方将危废填埋场作为廉价处置技术，
存在一定误区；同时危废填埋场选址存在
不满足标准要求、未考虑长期环境风险和
极端灾害影响等问题，急需引起重视。

目前，危废处置行业比较缺乏成熟技
术。例如，鑫联环保研发的“冶金固危废
火法富集——湿法分离多段耦合提取技
术”，是全球唯一实现大规模应用钢铁烟
尘提取锌锭的成熟工业化项目，因此该公
司得到了资本的积极介入，并在新三板上
市。鑫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栗博说，项目整个生产过程中零排水、零
排渣，提取金属后的无害化尾泥全部制成
水泥、超细粉、免烧砖等环保建材产品，实
现“吃干榨尽”式的资源化利用。

中信建投证券预测，我国危废处理需求
未来5年将保持15%的复合增长率，到2020
年，危废处理市场有望达到1867亿元。

据了解，危险废物在美国和欧洲的处
置费用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的危废
处置费用比上世纪 70 年代上涨 16倍。可
以预计，随着我国在处理危废方面的环保
法规和标准日趋严格，危废处置收费单价
存在较大上涨空间。

综合利用率低于世界先进水平，浪费资源同时污染环境——

工 业 固 废“ 矿 山 ”待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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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美 了 候 鸟 来 了
鸟多虫则少，虫少树则茂，树茂水则秀，水秀粮则丰、人则寿。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良好生态

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良禽择木，水草丰美的生态环境也是候鸟栖息、落脚的最佳选择。鸟儿们穿越西伯
利亚的寒风，离开冰封的贝加尔湖，穿越大半个地球寻找安全、舒适的越冬之地。入冬后，我国很多省份都迎来了
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在水落滩出、鱼虾螺蚌丰富的鄱阳湖，在被誉为“拉萨之肺”的拉鲁湿地，在福州西湖公园
荷花池，在阳光明媚、气候温暖的云南滇池，在三门峡波光粼粼的湖面之上，都能见到它们灵动、优美的身姿。

（文/刘 蓉）

上图 1 月 8 日，游客在云南滇池畔观赏

拍摄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上图上图 1 月 7 日，拉萨城边的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堪称水鸟乐园。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下图下图 1 月 5 日，两只白鹭在福州市西湖公园荷花池捕

食。 新华社记者 彭张青摄

上图上图 入冬以来，，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迎来了数以万

计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天鹅。 张明云摄
右图右图 江西永修县吴城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候鸟翩翩起

舞。 鲍赣生摄

“环境保护处于负重前行、补齐短板的关键期，
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全力攻坚。”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在日前举行的 2017 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讲
道，我国生态系统总体稳定，环境质量在全国范围和
平均水平上总体向好，但某些特征污染物和部分时
段部分地区局部恶化，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来自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数据表明，2016 年 9
月、11 月、12 月，全国空气质量不升反降，优良天数
比例同比分别下降 5.1、7.5、6.3 个百分点，PM2.5 浓
度分别上升 2.9%、7.4%、5.4%。

去年 11 月份，京津冀区域 PM2.5 浓度上升
8.5%，共发生 5 次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的
重污染过程。去年 12 月，全国出现大范围、长时
间、重污染雾霾天气，北京等地启动红色预警，多
地 PM2.5 浓度爆表。同时，污染因子也在分化，
臭氧 （O3） 成为空气质量 6 项常规监测指标中唯一
浓度同比上升的污染物。

在水环境质量方面，监测数据表明，有 121 个
断面同比水质持续为劣Ⅴ类，主要分布在海河、黄
河和长江流域。新增 22 个劣Ⅴ类断面。总磷污染
问题日益凸显，其中去年 9 月至 12 月总磷连续上
升为影响地表水水质的首要污染物。112 个监测水
质的国控重点湖库水质中，总磷超标率为 21.4%，
为首要污染物。

概括来说，当前，尽管全国空气质量考核指标总
体好于预期，颗粒物浓度持续下降，但城市空气质量
普遍超标，臭氧污染问题进一步显现。在水环境方
面，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总体下降，但部分水体水质
趋于恶化，总磷污染问题日益凸显。

就此，陈吉宁表示，“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一些地方环保工作和投入力度减弱，一些领域环境
治理有所放松，一些企业环境治理意愿下降，提标改
造不及时、擅自停运治污设施甚至弄虚作假、超标排
放、偷排漏排情况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地方环保工作出现了不计
成本、方法单一，急功近利、搞一刀切的做法。

2016 年，个别地方为应付环境保护督察发红头
文件强制关停市区和县城大多数中小餐馆，采取用
水泥灌树根抑制浮尘等“奇招”；有的城市用行政手
段强制辖区内企业停止生产，给守法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影响；一些城市在空气质量监测
站点周边频繁洒水⋯⋯

“过去许多老办法不能用、也行不通了，必须创
新方式方法。”陈吉宁说，“加强环境保护，既要有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也不能急于求成，期待毕其功于一
役。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保持战略定力，讲究方式和
手段，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增强群众环境改善获得感是今年全国环境保护
工作会议的核心议题。坚决治理大气、水、土壤污
染，深化和落实生态环保领域改革，加强环境法治建
设等九方面内容被明确为新一年环保工作的重点任务。

陈吉宁表示，2017 年，将全面落实 《“十三
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深入实施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治气方面，抓好 《京津冀
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 （2016—2017 年） 》 落
实，部署推进臭氧 （O3） 污染防治，加快推进重点
工程项目，加大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散煤和小
散乱污企业群治理、中小锅炉淘汰、挥发性有机物
减排等工作力度。

我国 2017 年还将持续开展环境保护法实施年
活动，加大重大环境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各地区完
成考核目标要凭真本事，决不能在环境监测数据上
动歪脑筋，决不能在改善环境质量上做数字游戏和
表面文章。”陈吉宁表示，环保部已全部上收 1436 个
国控空气站点的监测事权，完善远程监测质量监控
系统，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技术手段，对干扰环境
数据采集、公然造假行为“零容忍”。

治污容不得

“表面文章”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我国产生工业副产石膏的企业近万
家，许多传统产业，如冶金、磷肥、火
电、化工等都伴生有工业副产石膏。堆
放在厂区或农田周围的“石膏山”，不
仅占用土地资源，而且会造成大气、水
系及土壤的污染。据了解，我国工业副
产石膏堆存量约 5 亿吨，其综合利用率
不到 50%。

能否通过对工业副产石膏的循环利
用来生产优质石膏？近年来，江苏一夫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研发工业副产
石膏循环利用技术，在该领域取得了重
大突破，成功研制出利用其制备α型高
强石膏、β型建筑石膏生产线。一夫公司
总经理万建东介绍，公司为排放工业副
产石膏的企业量身定制的多条生产线已
投入使用，包括连云港金石阳光项目1.5
万吨α型高强石膏生产线、镇江苏亚迪

项目3万吨α型高强石膏生产线在内，直
接经济效益超过8000万元。因其在改善
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方面的贡献，
一夫公司荣获第九届中华宝钢环境奖。

万建东介绍，这些生产线总共可消
耗 32 万吨左右的工业副产石膏，生产
出 11.5 万吨 α 型高强石膏、12 万吨 β
型建筑石膏。

在镇江苏亚迪炭材有限公司现场，
大批土黄色的工业固废——脱硫石膏正
通过传送带向堆场源源不断地集聚。这
些工业固废通过一夫公司的处理系统

“华丽转身”，变成了千元一吨的高强
石膏。

据介绍，利用工业副产石膏生产的
超高强石膏应用领域已涉及航空、汽
车、橡胶等多个领域，产品类型更加丰
富，市场前景也越来越广阔。

废弃石膏变“宝藏”
本报记者 刘 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