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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深挖扩线穷追猛打

全链条封堵“洋垃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今年以来，深圳海关

在海关总署的统一部署

下，连续开展“蓝天2018”

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

“洋垃圾”走私，切实维护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人

民生命健康安全。据统

计，今年前5个月，深圳海

关已查获固体废物走私

犯罪案件 19 宗，涉案固

体废物9万余吨

这家地下加工作坊位于广东汕
头市。从查处现场可以看到，昏暗
的灯光下，多名男子正在不断将废
塑料往两条生产线上的机器里推，
空气中烟雾弥漫而且充斥着刺鼻的
味道。据说，部分废塑料在经过简
单处理和加工后，最终竟然会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塑料袋、塑料盒
甚至饭盒……

这是 5 月 22 日，深圳海关开展
打击“洋垃圾”走私“蓝天2018”专项
行动时，在汕头市查处的一个走私
废塑料加工厂的生产情景。为了追
求利益，这些地下作坊还把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未经任何处理的废水随
意排放，直接把旁边的小河染成了
黑色。像这样严重影响人们生命健
康安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地下
作坊式的走私废塑料加工厂，是本
次行动的打击重点。

今年以来，深圳海关在海关总
署的统一部署下，连续开展“蓝天
2018”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洋垃
圾”走私。今年前 5 个月，已查获固
体废物走私犯罪案件 19 宗，涉案固
体废物9万余吨。

对“洋垃圾”走私深挖扩线

今年 2 月 3 日，深圳海关开展代
号为“使命 2018—2”的打击固体废
物走私大规模查缉行动，现场查获涉
案废塑料逾千吨，以及书证、物证一
批，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名。初步查

明，上述犯罪嫌疑人通过利用他人许
可证走私进口废塑料5万余吨。

在这个案件的后续侦办中，深
圳海关缉私人员持续深挖扩线，紧
追不舍，逐步掌握到仍有其他犯罪
嫌疑人在利用他人许可证走私进口
废塑料。深圳海关于是迅速成立联
合专案组，缉私人员数十次深入多
个加工厂区，查清了相关走私犯罪
事实。

5月22日凌晨，根据海关总署打
击“洋垃圾”走私“蓝天2018”行动统
一部署，深圳海关开展代号为“使命
2018—6”的打击固体废物走私大规
模查缉行动，出动警力60余人，在广
东汕头、河南郑州、江苏常州等地开
展抓捕查缉，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 5
名，现场查获书证、物证一批。初步
查明，上述犯罪嫌疑人自 2012 年 1
月至2017年12月，利用他人许可证
走私进口废塑料达4.1万余吨。

经查，涉案嫌疑人直接在美国、
日本等地订购废塑料，再交由揽货
和通关团伙利用其他企业废塑料进
口批文，从关区多个口岸走私进口
废塑料，运输至广州、汕头、惠阳等
地一些不具有废塑料加工生产资质
的企业进行加工销售。

深圳海关缉私局侦查二处三科
科长席晋民告诉记者，这些非法加
工厂大都是一些家族经营式的地下
作坊，没有正式注册，生产设备简
陋 ，生 产 过 程 也 没 有 任 何 环 保 措
施。他们在境外购买的废塑料，没
有相应的环评资质，无法申请到许

可证，因此购买一些企业非法倒卖
的许可证，用伪报的方式通过一般
贸易走私入境。

据了解，在国外，企业是不能随
便抛弃这些废料垃圾的，要处理就必
须付费并交给专业机构。一些不法
分子看中了这个差价，于是就低价购
买走私到国内，简单加工后再倒卖出
去。席晋民表示，这些黑色产业链利
润巨大，但废弃塑料加工不仅污染环
境且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将高污染固废拒之门外

据介绍，一般可回收利用的固
体垃圾中，常掺杂有高污染垃圾与
危险性废物。为了切实保护生态环
境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我国调整
了垃圾进口法规，拒收高污染的固
体废弃物。2017 年 7 月，我国正式
通知世界贸易组织，从 2017 年年底
开始不再接收包括废弃塑胶、纸类、
废弃炉渣与纺织品等在内的14大类
125 种固体废物。工业来源可用作
原料的废塑料进口必须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办理手续，而生活来源等非
工业来源的废塑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即被列入禁止进口目录。

席晋民告诉记者，废塑料本身
就带有污染性，小作坊的加工设备
大多不合格，其成品主要用于各类
塑料制品，主要包括塑料盆、塑料
碗、塑料勺子等日常生活用品，对人
体健康危害极大。且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随意乱排
放，直接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公共水
源；高温熔解过程中的未经处理的
废气，含有大量有害物质，随意排放
后直接污染大气，对周边生态和环
境造成严重破坏。

今年4月，惠东某公司从深圳盐
田港申报进口了一批低密度聚乙
烯，深圳海关隶属大鹏海关在查验
时发现，该批货物外观异样，于是立
即取样送检。5月18日，经检验鉴定
确认，该批货物为乙烯聚合物的废
碎料，属于国家限制进口的固体废
物，总重25吨。目前，该案已移交缉
私部门进一步调查。

低密度聚乙烯常被用作包装薄
膜，特别是食品包装，还可用于纸张
涂层、绝缘材料、日用品和玩具等，
该材料制成的终成品很多都在日常
生活中与人们密切接触，如果原料

质量存在问题，将可能对环境、健
康、生活安全等造成严重危害。

随着打击“洋垃圾”行动的深
入，还有大批走私生活垃圾被海关
直接拒之门外。5 月 8 日，大鹏海关
从来自新加坡的入境集装箱中查获
大量生活垃圾，包括纸皮、塑料包
装、矿泉水瓶等共约10立方米，并有
明显异味及霉变现象。根据相关法
律 法 规 ，海 关 部 门 目 前 已 经 立 案
调查。

提高进口固废查验比

深圳海关从严落实中央和海关
总署精神，严密封堵“洋垃圾”进
境，严格执行固体废物查验“三个
100%”要求，即凡是配备 H986 集装
箱检查设备的海关查验现场 100%
过机查验，对环保风险高的集装箱
进口废塑料一律人工彻底查验，对
装载进口固体废物的运输车辆实施
100%过磅称重。

目前，深圳海关对装载自一些
重点地区的直航进口固体废物进一
步提高了查验比例，同时减少了固
体废物限定进口口岸数量，从现有
的 8个减少为 3个；进一步加强安全
准入风险防控，重点搜集通过香港

“转运”“拼柜”走私和倒卖许可证件
等违法活动情报，对进口固体废物
以及疑似或“影子商品”加大监控布
控比例。

此外，深圳海关还开展进口废
塑料专项行动，对关区 16 家废塑料
进口企业逐一重新核对企业注册信
息，对重点环境风险监管的失信企
业名单即时调整信用等级，并通报
33 家联合惩戒单位实施联合惩戒。
与深圳地方环保部门建立线索交
换、案件通报、联合行动等合作机
制，共同实施专项整治。

同时，海关对“洋垃圾”走私案
件源头深挖扩线，以查发的案件为
重要情报来源，通过对案件的梳理
分析，准确关联其他涉案团伙，挖掘
完整走私链条。今年以来，深圳海
关成功挖掘关联团伙26个。

席晋民表示，下一步，深圳海关
将进一步固定证据、深挖扩线，并将
加强同地方执法部门的合作，实现
打击走私、非法经营、环境污染的全
链条治理，全力保障社会生态环境
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月21日，一场阵雨过后，安徽省庐江县万山镇程桥村的农田里，一群

白鹭翩翩起舞。近年来，随着庐江县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稻田、河岸、湿

地、泥滩等地小鱼、小虾及各种水生昆虫丰富，为白鹭等鸟儿提供了食物，引

来大量白鹭到此栖息。 王 闽摄

深圳海关查获的乙烯聚合物废碎料。 赵 爽摄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要努力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要以更大

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加快形成

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

决突出的环境问题。

当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生产生

活自觉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迈入

新的发展境界。不久前召开的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指出，总体上看，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

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生

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

行的关键期。的确，长期以来，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我们的欠账还比较

多，人们的生态自觉、绿色生活习惯，

社会整体的生态文明意识还需要进

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付出

更多的努力。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要在经济发

展的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既要注重发

展数量，更要注重发展质量，走科学、

生态、简约的绿色发展之路，久久为

功、善作善成。

要坚决守住生态红线。新时代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树立底线

思维，绝不允许区域性、整体性的生

态环境恶化情况发生，要立足生态

安全，防控生态风险，将现存优质生

态环境维护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实现科学、绿色、可持续的开

发。生态红线是生命线，守住红线，

才能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

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实现最终建成

美丽中国的目标奠定生态基础。可

以说，生态红线是遏制生态环境继

续恶化的长城。强化生态治理，要

以治理污染为突破口，实现生态文

明建设治标与治本的结合，经济发

展绝对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要下大力气调整经济增长方式，

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生态环境问题

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建立

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

的增长得不偿失，也是不可持续的。

下大力气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质

量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生态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整

体改善和向好趋势也不会得到根本

保障。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

问题的根本之策。要调整经济结构

和能源结构，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

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

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资源全

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要形成绿色自觉，加快建立健

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

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

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让生

态保护、美丽中国的理念深入人心；

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

体、生态监督的载体；要形成生态激

励机制，激发生态脆弱地区生态保护

的自觉。要让群众有生态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其中，生态获得感就

是要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态环境的

整体改善，从绿水青山的保护中真真

切切地看得见、摸得着金山银山；生

态幸福感就是要让群众在山好水美

中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在美好环境

中感受美丽中国的韵味；生态安全感

就是要让群众不因生态恶化而影响

生存，不因生态恶化而损害健康。

要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建设

清洁美丽的世界。气候变化、重大传

染性疾病等依然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的

重大挑战。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道路，坚守生态保护国际责任。要

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

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

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小康的题

中之义，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标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山青、

天蓝、水绿与乡愁共同构成生态中国

的美丽画卷。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

深入推进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马 峰

本报讯 记者祝惠春报道：首
创集团日前携旗下环保企业发布

“首创·生态+”发展战略。该战略
将围绕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
理创新，以构建企业平台优势为当
下战略重心、构建企业生态优势为
中期战略重心、构建产业生态优势
为远期战略重心，将首创集团的大
环保产业打造成科技型、智慧型、服
务型的产业生态系统。

经过近20年的发展，首创环保
产业按照大水务、大环保、大生态、
大产业的业务布局，形成了以城镇
水务、水环境综合治理为核心的水

务业务；以固废环境、环卫一体化为
核心的固废业务；以城市大气治理、
园区大气治理为核心的大气业务；
以绿色能源、生态资源为核心的绿
色资源业务，构建了碧水、蓝天、净
土的大环保产业版图。截至 2017
年末，首创集团环保产业板块子企
业收入规模已突破百亿元大关，资
产总规模超过500亿元。

首创集团总经理李松平介绍，
首创集团将大力推动环境治理产业
生态化升级，以现有的“水务、固废、
大气、资源化”平台为基础，构建开
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首创集团发布“生态+”战略

白鹭农田舞翩跹

青岛海关

现场查扣走私废矿渣等3000多吨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陈星

华报道：5 月 22 日，在海关总署统一
指挥下，青岛海关开展打击“洋垃圾”
走私“蓝天2018”专项行动第三轮集
中打击，共打掉3个走私固体废物犯
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现场
查扣走私废矿渣、废塑料 376 吨，查
证走私废物 3100 吨，并查扣一批书
证、电子证据。

当日凌晨6时，青岛海关出动关
警员 94名，分 7个行动组在青岛、烟
台、日照、临沂等地同步开展查缉行
动。在某海关监管现场，办案人员现
场查扣 16 个集装箱，箱内为吨袋装
块状、粉末状货物，呈深褐色，散发出
铁锈味和轻微硫磺味。经权威部门
初步鉴定，货物为冶炼、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废锌矿渣，属于国家禁止进口

的固体废物。进口这批货物的企业
向海关申报进口品名为锌精矿，海关
经风险研判后对其进行布控查验，发
现实际货物为固体废物。经查，为谋
取非法利益，该公司自国外采购冶炼
产生的废矿渣，并伪报货物品名走私
进境，共计1100吨。

此外，青岛海关还根据风险研判
对 2 家货代公司进行搜查、取证，发

现涉案公司涉嫌利用他人许可证大
量走私进口废塑料，并在国内加工或
销售牟利，部分流入无加工资质的小
作坊，涉及废塑料合计2000吨。

据了解，走私进境的废矿渣由于
含有有害物质，再次进行工业处理过
程中会对空气、水源、土壤造成污
染。此外，国内少数具有环保资质的
进口和生产企业违规倒卖进口许可
证，导致不法企业据此进口的固体废
物直接流入不具备加工资质的小作
坊和集散地，如不能严格按照国家环
保规定进行处置，将对当地环境造成
威胁。

下一步，青岛海关将继续保持对
固体废物走私的严打高压态势，用实
际行动践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

深圳海关办案人员在汕头市某废塑料加工厂开展查缉行动。许 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