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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近日，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
知》，对相关工作，特别是2020年底的
目标任务，进行了再部署、再动员，同
时也明确了工作的细化执行标准。

《通知》和细化标准为行业企业
落实塑料污染治理要求指明了方
向。2020 年底塑料污染治理的任务
目标中，与零售、餐饮行业相关的主
要是以下几类：

一是不可降解塑料袋。2020 年
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
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
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
活动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袋。《通知》明确，不可降解塑料袋是
指用于盛装及携提物品的不可降解
塑料购物袋，不包括基于卫生及食品
安全目的，用于盛装散装生鲜食品、
熟食、面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
连卷袋、保鲜袋等。

二是一次性塑料吸管。2020 年
底，全国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吸管，但不包括牛奶、饮
料等食品外包装上自带的塑料吸管。

三是一次性塑料餐具。2020 年
底，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
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餐具，包括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刀、叉、勺，不包括预包装食品
使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

此外，超薄塑料购物袋、一次性
发泡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含塑料
微珠的日化产品等，也都与零售和餐
饮行业的日常经营相关。《通知》中的
细化标准充分考虑了行业实际和生
产供应情况，既增加了政策的可操作
性，也能保证政策稳步推进。

对于 2020 年底前要在部分地区
和场所先行停止使用的一次性塑料
制品，行业企业已经开始采取积极行动，形成了一批切实可行的替
代方案。例如，很多商超为消费者提供无纺布环保购物袋，设计制
作精美的环保购物袋甚至成了时尚；纸质购物袋替代塑料购物袋；
一些书店采用简易的牛皮纸包裹取代购物袋；一些餐饮企业通过
改造冷饮杯盖，用自带饮嘴的杯盖代替“吸管+杯盖”的组合，较好
地替代了饮品的吸管功能等。

根据测算，2020年底阶段性目标涉及的相关地区零售、餐饮领
域，上述3类塑料制品的年消费量约30万吨。我国无纺布、纸、竹
木等替代品的原料充足，可降解塑料的年供应量约有40万吨，应
该说，替代产品产能可以满足消费需求。

零售、餐饮行业停止使用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将对传统的消
费方式产生影响。传统的消费方式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
压力，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减少塑料污染，降低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每个企业、每个消费者
应尽的社会责任。只要大家都积极参与，从身边小事做起，逐渐养
成绿色消费习惯，就能推动塑料染污治理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效。

（作者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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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船舶修造业转“绿”前行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浙江舟山
六横岛上，船
舶修造作业正
在火热进行。

郭静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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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进步实实在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城
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
实施方案》，就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建设做出安排。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垃圾分类的话题
热度持续上升。7月，上海市垃圾分类交出
周年答卷；8月，北京市迎来垃圾分类季
考。而根据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46个重点
城市到2020年底前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限期将至，多个城市垃圾分类立
法近期相继实施或即将迎来落地。

“好习惯”也是“新时尚”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大、
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
2018年，200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为2.1亿多吨，产生量前10位的城市贡献
了6256万吨。其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最大的城市是上海，其次是北京、广州、重
庆和成都。

垃圾分类，大城市要先行先试。2019
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
行。一年来，上海市垃圾分类成效显著。今
年6月，上海全市生活垃圾清运总量96.86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三增一减”：
可回收物回收量6813.7吨/日，增长71.1%；
有害垃圾分出量3.3吨/日，增长11.2倍；湿
垃圾分出量9632.1吨/日，增长38.5%；干垃
圾处置量15518.2吨/日，下降19.8%。

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四个桶”，上
海居民正养成自觉分类的习惯。上海市
2020年上半年垃圾分类实效测评结果显
示，居住区分类达标率从条例施行前的
15%提高到90%以上，单位分类达标率达
90%。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志愿者完
全撤守后，三分之二的小区依然能够坚持
做好破袋投放、自觉分类。上海市绿化市
容局局长邓建平表示，上海垃圾分类工作
已经步入法治化、常态化、规范化轨道。

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实施。3个月来，北京市垃圾分
类体现出家庭厨余分出数量大幅提升、厨
余垃圾分出质量逐步提升、桶站设置达标
率进一步提升、其他垃圾清运量明显下降
等“六升两降”的成效。数据显示，今年7
月，北京市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达
1764 吨，较 4月下旬的日均 309 吨增长
470％；较5月份的日均740吨增长137％；
特别是7月下旬日均达2093吨，首次突破
2000吨等级。

对于北京垃圾分类的成效，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评价说：“问题导向，
重点突破。虽不平衡，且不充分，尚未完成
碎片化到精细化、短期性到长效性的过渡，
但进步实实在在。”

“动脑筋”同时“动真格”

为推动垃圾分类，各地开动脑筋，结合
实际，想出了不少实招妙招。比如编制顺
口溜、短视频引导居民巧记垃圾分类类别，
发布垃圾分类“红黑榜”，实施垃圾分类积
分兑换生活用品制度等。

“互联网+”让垃圾分类更智能。在山
东，全省首座AI智能化垃圾分类投放设备
在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街道投入使用。
该设备通过人脸识别验证用户身份，可自
助交投、自动称重，实时给予居民相应积分
并转入居民绿色账户；上海市废弃物管理
处推出“生活垃圾怎么分”小程序，为市民
提供垃圾分类查询途径；北京市城管委推
出“垃圾分类宝典”小程序，输入垃圾名称
或拍照上传图片即可查询垃圾类别……

从倡导分类到强制分类，各地针对垃
圾分类的执法也在“动真格”。从北京市的
情况看，截至7月31日，立案查处生活垃圾
分类违法行为6990起，其中对群众举报
集中、违法行为严重的99起生活垃圾混装

混运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对个人违法行为
查处3323起。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温天武表示，从已立案查处的个人违法行
为看，发生问题的区域仍然主要集中在居
民小区及周边道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个人生活垃圾分类意识还不够强，仍有
个别居民图方便、嫌麻烦。

2017年3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到
2020年底，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以及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的城
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首
批重点城市共有46个。“垃圾分类制度要
以法治为基础，这46个重点城市是国内比
较有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依法推动垃
圾分类非常重要。”刘建国说。

“考期”将至，各地正加快垃圾分类立
法步伐，多地已明确实施时间。目前，上
海、北京、杭州等地已正式实施垃圾分类有
关管理条例。在今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每个月都会有城市立法落地：10月1日，
《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11月1日，
《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泰安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12月1日，《合肥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天津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从2021年1月1日起，《河北省城
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西安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焦作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等也将分别实施。多地在条例中
明确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并将其与单位
或个人的征信挂钩。

补短板还要抓落实

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
步铺开，成效初显。但是，当前我国生活垃
圾分类和处理设施仍存在短板和弱项，垃圾
分类收集和分类转运体系仍不健全，焚烧处

理占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比重依旧偏低。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

板强弱项实施方案》要求，到2023年，46个
重点城市全面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分
类运输体系。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
态文明试验区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鼓励具备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基本建
成与生活垃圾清运量相匹配的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和分类运输体系。建制镇逐步提高
生活垃圾收运能力并向农村地区延伸。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各
地要对现有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短板弱项
进行摸查，梳理设施建设需求，明确建设目
标和建设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各项目标责
任。“《实施方案》突出了因地制宜的特点，
引导各地构建完善的垃圾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处理体系。”刘建国表示。比如，焚烧
处理是减少填埋、节约土地、控制污染必不
可少的方式，《实施方案》要求大力提升垃
圾焚烧处理能力，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超过
300吨的地区，要加快发展以焚烧为主的
垃圾处理方式，适度超前建设与生活垃圾
清运量相适应的焚烧处理设施，到2023年
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鼓励跨
区域统筹建设焚烧处理设施。

刘建国表示，“因地制宜”还体现在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上。《实施方案》
要求，已出台生活垃圾分类法规并对厨余
垃圾分类处理提出明确要求的地区，要根
据厨余垃圾分类收集情况，按照科学评
估、适度超前原则，稳步推进厨余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尚未出台垃圾分类法规的地
区，以及厨余垃圾资源化缺乏消纳途径的
地区，厨余垃圾可纳入现有焚烧设施统筹
处理。

“这意味着末端设施的布局与结构要
因地制宜，从而倒逼分类方法与标准因地
制宜。”刘建国说。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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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浙江舟山六横岛，只见岛上船舶
林立，4家规上修造船企沿海岸线自西向东
分布，机器轰鸣，修造工人们正忙着作业。
近年来，六横以打造“国际绿色修造船岛”
为目标，积极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激
励船舶修造企业走节能降耗、创新驱动、科
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喷砂除锈导致的扬尘污染是船舶修造
业的重要污染源之一。但在六横岛规上企
业之一的舟山中远海运重工的1号坞内，
除锈过程清爽干净，不见扬尘踪影。原来，
自去年起，舟山中远海运重工在船坞内全
面推广超高压水除锈工艺。“船只外板需要
除锈，传统的打砂作业方式会造成扬尘，采
用超高压水除锈和污水集成回收，不仅避
免了大气污染，还将单位施工效率从原来
的8平方米/小时提升到25平方米/小时。”
公司副总经理龚伟兵说，公司自主研发的
超高压水除锈已经从最初的手工作业转化
为遥控机械化作业，包括采用爬壁机器人、

坞底车、舷侧机器人等设备，其中集成回收
装置及污水处理装置、遥控除锈高架车已
经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不仅如此，舟山中远海运重工厂房的
屋顶上还安装了连片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设
备。龚伟兵说，去年7月，公司的光伏发电

项目正式装机发电，经测算，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5220吨。截至今年8月，发电总量近
2000万度，节约电费300余万元。

如今，船舶修造业绿色发展正在六横
迅速发展。舟山市市场监管局六横分局局
长刘双艇告诉记者，自2018年实施“船舶

修造业绿色制造标准化试点项目”以来，专
项小组做好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绿色修
造方面的实施记录，总结并提炼船企在绿
色船舶修造中好的经验、做法，完成编制并
发布了14项标准，管理标准《船舶修造企
业绿色工厂实施指南》已征求舟山市相关
企业及部门意见，拟作为市级地方标准
发布。

六横各船企积极探索以技术创新为主
导的船舶修造业绿色发展，自行设计或引
进一批处于领先水平的智能、环保设备，淘
汰一批工艺落后、低效、高耗的设备设施，
实现了设备向智能数字化、自动化、环保节
能型方向升级换代，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
生产效率和安全系数。截至今年8月，六
横岛4家规上船舶修造企业新授权、申请
专利42项，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

既要讲环保，也要高质量。“进行绿色
制造标准化试点，我们不是被动的，而是积
极参与，因为这有助于提高质量、效益和品
牌价值，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龚伟兵认
为，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船舶修造产
业经营难以为继，推动发展模式向质量效
益型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向高效清洁安全
转变，才能增强船舶修造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今年上半年，舟山市船舶修造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17.9%。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
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第六批37
项改革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浙江自贸试
验区“绿色船舶修理企业规范管理”入选最
新一批复制推广改革成果。

湖水映衬着蓝天，绿植随风摇曳，小鸟在枝头啁啾，隐藏在花
草树丛间的蜿蜒小道，简洁明快的低层建筑……当你置身于这样
的景致中，会不会想到这里的地下其实是一座工厂呢？

从2010年建成全国首座地埋式膜处理工艺净水厂——京溪
地下净水厂、2018年初建成全市第二座采用地埋式构造的污水处
理厂——石井净水厂（一期）到如今，广州累计建成地埋式污水处
理厂9座，呈北斗状分布于珠江两岸。9座地埋式污水处理厂总产
能达到181万吨/日，占广州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总产能的三分之
一，占全国同类污水处理模式总产能规模的五成以上。广州也因
此成为国内地埋式污水处理产能第一的城市。这些地埋式净水厂
集绿色水务设施的高品质和城市建设的高颜值于一体，为广州这
座水域面积占比超过10%的城市注入了绿色发展新活力。

今年上半年，广州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能力从340万吨/日增加
至496万吨/日，补齐了末端处理缺口，相当于每天减少156万吨
污水直排河涌，实现了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全覆盖、生活污水全处
理，对广州147条黑臭河涌全部消除黑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据介绍，地埋式生态化污水处理厂贯彻民生、生态、集约、循
环、智能的理念，通过绿色升级，以较少的用地和先进的工艺达到
优良的生态效果，以基础设施生态景观化黏合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化邻避效应为邻利效益，实现单功能环保设施向多元化城市环
境综合体转型，走出一条城市环保、景观、更新多重功能有机融合
的新型水生态基础设施创新之路。

例如，地埋式生态化污水处理厂将污水处理设施全部转移到
平均17米深的地下空间，全封闭完成全部污水处理过程，杜绝了
污水暴露；生产过程中的臭气在地下通过负压抽吸装置单向输送
至臭气处理系统分片集中处理，经由地面30米高的高空排放塔有
组织地高空达标排放，有效消除臭气外溢。同时，通过优化主要设
备选型、强化隔音屏障性能、厂内广植绿化等手段，将厂区外围噪
声值有效降至周边背景值以下。此外，由于地下常年温差较地面
温差小，温度较恒定，有利于各种污水生物处理工艺的稳定运行，
能量损耗低，防灾能力也较强。

今年新扩建的8座地埋式净水厂是广州市首批执行一级A和
地表V类水标准较严值的污水厂。其中，龙归、大沙地、健康城、
江高、西朗5座净水厂采用了世界先进的水处理工艺——MBR
（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工艺，通过膜丝的微孔达到强制固液分离效
果，可以保持优异的出水效果，出水氨氮等指标能稳定优于一级A
标准排放，甚至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水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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