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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是大城
市亟待解决又容易带来环境风险的敏
感话题。4月3日，北京市发改委公布
了首批13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新型
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试点单位及监督单
位联系方式。

“进行废弃电子产品回收试点，
建设新型回收体系，是国家试点任务
要求，也是北京防范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环境污染风险的现实需求。”北京
市发改委资环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以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更
新速度加快，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产
生量逐年增长。

据了解，传统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回收主要由回收企业及部分废品回
收商承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易流入
非正规回收渠道。而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非法“作坊式”拆解会带来严重的
环境问题：露天堆放电路板经雨水淋
溶后会对水体和土壤造成重金属污
染；电线焚烧、面板喷漆等拆解环节
会产生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2016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
明确北京率先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新型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试点。试点
将是国内首次通过系统打包的方式
整体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工作。

据介绍，新型回收体系建设试点
力求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
其中既包括环卫企业依托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网络，也包括电器电子产品
生产、销售企业回收，还有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企业拓展业务范围回收，更
有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回收”等多元
主体回收。

“目前在北京开展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回收利用业务的企业不止13
家。”该负责人说，首批试点企业工
作基础较好，在各自领域有一定代
表性且积极参与试点工作。这些企
业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工作
中各有优势，各领域企业均参与到
试点中可以实现资源互补，信息共
享，完善回收链条。

目前，国家在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生产者责任延伸方面的制度已开
始探索建立。在前端，财政基金制度
基本完善；在末端，北京实际拆解能
力尚有盈余；建立规范网络体系的

“瓶颈”在于规范中间回收环节。为
理清打通回收环节，北京创新回收
模式，使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投递渠
道更多样，居民、单位投递更便捷。

建立新型回收利用体系，不仅
有利于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拆解途径，逐步消除非法回收，还能
进一步提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
收利用率，打通生产者责任延伸中
生产、回收、拆解工作链条，使国家
专项资金补助与北京市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置能力建设能够真正发挥
作用，确保生产者责任延伸政策体
系的完整性。

在新模式中，政府将扮演怎样的
角色？该负责人表示，政府在回收试
点中的政策支持主要以引导、宣传以
及部分少量资金支持为主，而且将通
过创新回收环节激励机制，发挥各类
主体履行资源环境责任的积极性，形
成可持续市场化模式。

深圳龙岗区综合治污还河流“长治久清”

昔日黑水变清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消除黑臭水体，是推动绿水青山建设的当务之急。近年来，深圳市龙岗区采取一系列全流

域综合治理措施，开展河道沿河截污、片区雨污分流、小区正本清源等工作，同时实行联合交叉

执法，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推动河流“长治久清”，实现龙岗生态的“山环水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环境保护既是重
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民生问
题。深圳市龙岗区委书记张勇表示，
龙岗区是深圳市的传统工业大区，低
端产业较多，多年来积累的生态环境
问题既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
是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龙岗区提
出打造“生态高地”，就是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绿色
低碳发展道路，全面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打好河道整治硬仗

布吉河（龙岗段）综合整治工程所
在的布吉街道是深圳市人口最为密集
的地区，全国闻名的大芬油画村位于
布吉河支流大芬水建设范围内。“布吉
河（龙岗段）综合整治工程的污水主要
来源于沿河两岸居民区的生活污水，
包括上游的水径水、塘径水、大芬水3
条支流的生活污水汇集。”在布吉河

（龙岗段）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现场，提
供第三方工程服务的深圳市广汇源水
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徐涛
告诉记者：“布吉河未整治前，水体呈
现黑绿色，臭味明显。布吉河干流黑
臭水体治理完成后，实现了污水管网
和雨水通道分流分质排放，污水通过
沿河截污管排进污水处理厂，还原了
清澈河水，河道臭味得以消除。从水
质监测数据看，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水
污染物指标都已经达标。”

布吉河（龙岗段）的治污提质攻
坚战始于2017年4月。工程整治内
容包括对上游污水的截流，污水管网
系统的建设，以及防洪排涝、消除黑
臭、景观提升、河岸护砌等多项子工
程，是一个综合性整治工程，也是块
难啃的硬骨头。

其中，拆迁是工程整治遇到的一
大难题。“河道的一项重要功能是防
洪，随着深圳的城市发展，河道防洪标
准也在不断提高，布吉河从以前50年
一遇的防洪标准，提高到按100年一
遇的防洪标准进行整治。”徐涛说，防
洪标准提升后，设计洪峰流量变大，
需要拓宽河道行洪断面来满足防洪
要求，河道拓宽牵涉土地征用和房
屋拆迁问题。布吉河两岸约有 50
多 处房屋拆迁，工程协调比较困
难。整个龙岗区2017年共有5条建
成区黑臭水体治理涉及相关的征地
拆迁任务。

为了解决征地拆迁难题，龙岗区
成立了由区级河长担任组长，各相关
单位为成员的拆迁项目工作专班，安
排38名处级干部深入征拆一线，与街
道干部一同进村入户进行沟通。龙
岗区还坚持问题导向，以“硬举措”破
解难题：推出“错时”及“预约”工作
法，由业主自主选择时间进行入户谈
判；推行“三方协议”补偿资金支付模

式，针对同一物业不同权利人拆迁补
偿款支付分配问题，街道按约定比例
将补偿款分别支付给相关权利人等，
有效破解难题。

通过落实“硬要求”，拿出“硬举
措”，展现“硬作风”，锻造“硬干部”，龙
岗区河道整治征地拆迁顺利推进。
2017年，28条河流治理累计提供施工
作业面172.77万平方米，全面满足年
度施工用地需要。5条建成区黑臭水
体治理相关的征地拆迁任务全部于
2017年7月完成，61.24万平方米施工
作业面全部按期提交。

“河长制”助力“河长治”

龙岗区在开展污水管网建设、河
道治理过程中，许多项目与已建成铁
路、地铁、高速公路，各类高压燃气、电
力、通讯管线交叉重叠，施工空间严重
受限，与各类道路、管线主管部门协调
时间长、设计变更多，工作难度大。

为了推动水资源保护、水安全保
障、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水生
态修复、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执
法监管等工作，龙岗区在2017 年制
定了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落实
属地责任，将全区62条河流全部纳入
河长制，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治水提质任务必须紧紧依靠‘河
长制’这个关键机制。”张勇表示，当河
长不能讲外行话，河长要充分发挥统
筹、协调、督导河流综合整治和管理保
护方面的主体作用和推动作用，凝聚
全区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调动各
方面力量实现河流的长治久安。

目前，龙岗区共设立区级河长29
名，街道级河长64名，社区级河长85

名。自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区级河
长累计巡河345余次，积极协调处理
河道管养、施工等难题，有效推动了
龙岗区水务工作发展。

为了深入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工
作，保持河流长远稳定，龙岗科学制
定治理路径。根据河流的不同情况，
按照长效工程与短期治理相结合的
思路，倒排工期，对 6 条黑臭水体制
定了“一河一策”治理方案，分别从截
污工程和排污口治理、生态补水、分
散式处理、清淤等方面进行治理，既
满足近期消除黑臭目标，又兼顾远期
水质稳定达标要求。

治理的同时，他们严格控制污染
排放，从源头将诱发黑臭的因素遏制
住，开展“小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和

“利剑一号”等专项执法行动，充分调
动基层执法力量，全面开展涉水污染
源排查整治。截至去年底“利剑一号”
行动结束，龙岗区环保水务局顺利实
现重点监管企业、小废水企业、“小散
乱污”企业、服务类企业4类企业大排
查大整治完成率4个100%的目标。

治水提质要久久为功

2017年，龙岗区共启动包括正本
清源、雨污分流、河流整治、防洪排涝
和水源保护等治水提质建设项目104
个，完成投资额31.58亿元，新建污水
管网 458 公里，完成海绵城市建设
10.2平方公里。建成区6条黑臭水体
全面消除黑臭，消除排污口 598 个。
南约河、龙西河年底水质监测达到IV
类水标准。目前，龙岗区水体治理初
见成效，沿岸环境显著提升。走在南
约河畔、龙岗河边，都可见“水清、岸

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数据显示，2017年龙岗区48条

河纳入监测，有 10 条河污染指数降
幅超过30%，5条河污染指数降幅在
10%至 30%之间。龙岗河干流污染
物浓度稳步下降，刚完工的湿地公园
占地 19 万平方米，是龙岗河的“绿
肺”，既为龙岗河水质提升作出贡献，
也为周边群众增添了一个滨水休闲
的好去处。

龙岗区区长戴斌表示，2018年是
龙岗区治水提质“大建设、大会战”的
关键一年，“治水目标是完成460公
里雨污分流管网建设、1461个小区排
水管网正本清源改造、剩余24条非建
成区黑臭水体治理任务，确保全区河
流防洪达标率达到80%，主要河流达
标率达到100%”。

2018年龙岗区将重点推进治水
提质“六大行动”。其中，将以“织网行
动”补齐1180 公里污水管网建设短
板，发挥管网在污染防治方面的效用；
以“溯源行动”发挥央企、国企大兵团、
集团军作战优势，确保完成小区正本
清源建设任务，从源头防控污染；以

“开源行动”推动完成总规模15万吨/
天、总投资约6亿元的两个水质净化
厂改造扩建工程，为河道提供更清洁
的补水；以“碧水行动”推进河流综合
整治工程，全面实现建成区6条黑臭
水体的“长治久清”、剩余24条非建成
区黑臭水体的“不黑不臭”；以“惜源行
动”强化水库水源隔离围网建设，开展
生态修复，筑牢城市绿色水源生命线；
以“宁水行动”综合解决内涝问题，扎
实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力争全年
新 增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面 积 10 平 方
公里。

在深圳市龙岗区，综合整治后的南约河水质清澈，河岸环境优美。 李小芳摄

“贵阳市一度存在油烟污染问
题，主要是城市夜市烧烤和小规模餐
饮油烟超标排放所致。针对这些问
题，贵阳近两年来铁腕治污、重拳出
击，油烟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推
动空气质量显著提升。”贵阳市市长
陈 晏 告 诉 记 者 ，2017 年 ，贵 阳 市
PM2.5平均浓度值首次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5.1%，
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中列第九位，
省会城市中排名第四。

在整治过程中，贵阳市着力整
治餐饮夜市散乱污现象，强化规划
引领，以政府补贴、第三方运营等
方式，统一油烟收集处理标准和设
施，打造餐饮文化街。目前全市已

建成22条油烟集中治理的规范夜市
街，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观。

贵阳市还制定出台提高城市管
理精细化水平的实施方案，明确了
未来 3 年油烟污染治理目标任务，
包括全面推进饮食服务单位安装油

烟净化装置，严厉查处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和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
施的环保违法行为，全面治理餐饮
门店、老旧社区无烟道楼栋、露天
餐饮 （烧烤） 摊点油烟污染问题，
确保到2020年底前，餐饮行业无违

规露天直排油烟现象。
同时，贵阳市采取有力措施狠

抓大气污染防治。严控燃煤，取缔
淘汰 2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220
台。划定燃煤等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被划定区域禁止新建、扩建燃
用高污染燃料锅炉、炉窑等燃烧设
施；严控扬尘，严格落实绿色文明施
工 7 个 100%，大力提升城市保洁机
械化水平，市级道路机扫率达到85%
以上；严控尾气，加大黄标车淘汰力
度，财政按车型每辆淘汰黄标车补贴
2000元至1万元不等。截至目前已
拆解注销黄标车及老旧车约 7 万
辆；严控产能，淘汰落后产能 263
万吨，138 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工
作；严控渣运，全面推进“绿色渣
运”，实行渣土密闭运输、渣土场安
装卫星定位系统，车辆渣土运输定
时定线路，确保不漏、不洒。

铁腕治油烟 贵阳天蓝蓝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北京：

废弃电子产品

有了新型回收利用体系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海关
总署日前组织开展了打击“洋垃圾”
走私“蓝天2018”专项第二轮集中打
击行动，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
杭州等 14 个海关对走私禁止进口
废矿渣和倒卖许可证走私固体废物
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了重点打击。截
至4月2日，共刑事立案34起，打掉
走私固体废物犯罪团伙25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52名，初步查证各类走
私固体废物 11.11 万吨，其中现场
查获国家禁止进口的废矿渣 6.47
万吨。

在打击废矿渣走私方面，海关
立案侦办走私禁止进口废矿渣案件
6 起，查证涉案废矿渣 6.6 万吨，其
中现场查获废矿渣 6.47 万吨。经
鉴定，涉案走私废矿渣为国外冶炼
衍生物，有害物质超过国家限定标
准，属于国家禁止进口货物。走私
分子将废矿渣伪报为矿物原料走私
进口，可能会对国内空气、水源、土
壤造成污染。

在打击倒卖许可证走私方面，
海关立案侦办通过倒卖许可证方式
走私可用作原料固体废物案件 28

起，查证可用作原料的废五金、废
布、废塑料等涉案固体废物 4.5 万
吨。经初步侦查，少数国内具有环
保资质的进口和生产企业违规倒卖
进口许可证，导致通过许可证进口
的固体废物直接流入不具备环保资
质的小作坊和集散地，在加工利用
过程中极易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

据悉，今年以来，随着 4 类 24
种固体废物被列入《禁止进口固体
废物目录》，利用他人许可证走私进
口废塑料的空间被大幅压缩。目
前，查缉的此类案件多发生在调整
目录之前，海关缉私部门在刑事追
诉有效期限内坚决对走私犯罪团伙
既往走私犯罪行为进行深挖扩线，
延伸打击。

作为海关总署今年启动的第二
轮集中打击行动，“蓝天2018”专项
彰显了海关严厉打击“洋垃圾”走私，
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切实维护国
家生态环境安全的坚定决心。今年，
海关总署明确以打击“洋垃圾”走私
为重点开展工作部署，全力惩治走私
废物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前，已刑
事立案走私固体废物案件139起。

④

海关总署组织

集中打击“洋垃圾”走私

4月12日，浙江省建德市寿昌第一小学护鸟小分队的小卫士在科学老师
的带领下，将一个个生态环保型的鸟笼悬挂在校园树上，给鸟儿安个新“家”。
在浙江省第37个“爱鸟周”到来之际，该校开展挂鸟笼、讲鸟儿故事、绘画鸟儿
比赛等形式，加强爱鸟护鸟等生态环保宣传教育。 宁文武摄

电脑、电器、手机换

新了，旧的怎么处理？在

北京，一个针对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搭建起的新型

回收利用体系正在成网

油 烟 整 治
后的贵阳市山
清水秀。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