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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推动解决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突出问题
——从这份报告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如何破解难题

生活垃圾分类扎实推进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各地
推进落实情况如何？工作推进还有
哪些困难？
报告显示，为推进这项工作，山
西等 17 个省份制定修订包含生活垃
圾分类相关规定的地方性法规。
2021 年，全国 297 个地级以上城
市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居民
小区垃圾分类平均覆盖率达 77%，
配置分类运输车辆 6.6 万辆，分类运
输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时，相关部门持续提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与回收利用水平。
2021 年，全国 297 个地级以上城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达到 51.4 万吨/
日，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其中，焚
烧处理能力占总处理能力的 75.2%，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资源化利用
率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垃圾进行
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达到 90%以
上。
此外，交通运输部以及铁路、民
航等部门督促船舶、铁路、民航运输
企业重视生活垃圾的收运和处置。
危险废物处置能力提升
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不足曾是很
多地方面临的难题，一些地方频发
危险废物跨境转移倾倒案件。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量增加的医
疗废物也考验着地方的处置能力。
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能力约 1.7
亿吨/年，是“十二五”末的 3.3 倍；全
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 215 万吨/
年，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 2019

年增长 39%。
有关部门严厉打击涉及危险废
物 违 法 犯 罪 ，并 持 续 开 展 专 项 整
治。23 个省区市建立 12 个涉危险废
物环境跨区域联防联控或联合执法
机制，推动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白名
单”试点、处置设施共建共享、联合
监管执法等合作，进一步强化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危险
废物联合监管。
生态环境部紧盯重点地区医疗
废物处置情况，全国医疗废物处置
总体平稳有序。推动建设国家和 6
个区域性危险废物风险防控技术中
心 、20 个 区 域 性 特 殊 集 中 处 置 中
心。建立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处置能
力匹配情况及设施运行情况评估机
制，目前各省域内处置能力与产废
情况总体匹配。
推动新业态固体废物污染治理
快递、外卖给人们生活带来便
利，其包装污染问题也引起关注。
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销旺盛，
动力电池的安全回收利用也是一大

考验。
面对新问题新挑战，相关部门
有效推动新业态固体废物污染治
理。报告显示，目前，一次性发泡塑
料餐具和塑料棉签等产品基本停止
生产，邮政快递业可循环中转袋使
用率超过 90%。
针对包装问题，有关部门认真
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的意见》，初步建立了与绿色理
念相适应的快递包装有关法律、标
准和政策体系。
报告显示，有关部门组织开展
了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
点，修订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强制性
国家标准，完善限制过度包装制度
体系，开展邮件快件过度包装和随
意包装专项治理。
工信部推动车用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截至 2021 年底，已组织建成覆
盖各省区市的 1 万余个动力电池回
收服务网点。建设动力电池运行溯
源管理国家平台，建立全生命周期
流向监测机制。
（来源：
新华网）

6 月 21 日，
“ 中国网事感动 2022”二季度网络
感动人物评选启动，将从 24 位（组）
“感动人物”候
选人中评选产生 10 位（组）季度当选者。
通过江苏、湖北、云南、河北等省份各级党委
宣传部、网信办以及慈善组织、媒体等机构推荐，
经组委会审核筛选，共 24 位（组）入选二季度网络
感动人物候选人。
在候选人中，有乡村小镇的“大爱妈妈”赵改
香，用母亲的温柔呵护残疾弃儿快乐成长。从 28
年前收养第一个残疾弃婴开始，28 年来赵改香又
陆续收养 20 多名残疾弃婴，她给了孩子们一个温
暖的家。
有“用书香温润乡邻”的乐华泽，在田野上办
起了书社成为乡亲们的“文化粮仓”。29 年前，乐
华泽自费创办农家书屋，无偿服务一方乡邻。他
先后举办阅读推广、农技培训等 400 多场次，激发
农民阅读热情、丰富了乡村文化。
还有“永葆初心的老党员”舒服民，用实际行
动践行使命担当。从 2011 年到 2021 年，年逾九十
的老党员舒服民累计捐款 16 万元，帮助贫困学生
87 名。对于家庭开支，舒服民能省就省；对于困难
学生，
他却总是慷慨解囊。
候选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坚守心中大爱、践
行初心使命，用点滴行动讲述平凡故事，用长年守
护汇聚感动力量。
本次评选网络投票时间为 6 月 21 日 10 时至 7
月 4 日 11 时。公众可通过新华网 PC 端、新华网客
户端、新华善举公益微信公号等渠道参与投票，同
时也可参与#网聚感动##感动推荐官#微博话题互
动，了解感动人物故事。本次评选结果将于 7 月 5
日公布。
“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评选活动”由新华
网、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承办，自 2010 年起已举
办 12 届。该活动以普通百姓为报道和评选对象，
由新华社记者走访基层挖掘感人故事，不同机构
推荐候选人，发动网民通过新媒体方式进行线上、
线下评选并进行年度颁奖典礼。 （来源：新华网）

湖北秭归：夏橙丰收上市
6 月 21 日，秭归县沙镇溪镇台子湾村村民在对采摘的夏橙进行装车（无
人机照片）。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3 万多亩夏橙喜获丰收，当地果农抓紧采摘销
售。夏橙是该县柑橘错季销售、调节水果市场的时令果品，已成为当地果农
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
来源：新华网

保障用药、改善营养、重视心理健康……
聚焦儿童健康促进工作报告看点
儿童健康事关家庭幸福和民族未
来。当前，我国儿童健康促进工作成
效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怎
样精准发力？
6 月 21 日，国务院关于儿童健康
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报
告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儿童健
康工作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政策体系
不断完善，儿童健康水平整体明显提
高，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的儿童健康相关目标均如期实
现。
儿童处在生长发育时期，保障儿
童用药一直备受社会关注。报告介
绍，我国印发《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
干意见》，先后发布 3 批共 105 个鼓励
研发申报儿童药品，通过“重大新药创
制”科技重大专项投入 5.74 亿元，支持
儿童药品研发和临床研究。加强儿童
用药重点监测，鼓励儿童药品集中生
产基地建设。
针对儿童健康科研投入方面，报
告显示，国家科技计划部署儿童生长
发育与疾病防治相关经费由“十二五”
时期的 7561 万元，增长到“十四五”时
期的 1.26 亿元。
在儿童药品纳入医保方面，报告
透露，儿童专用药和适用药占国家医
保目录内药品种类的 20.13%，经谈判
新进入目录的 34 个独家儿童用药品
平均降价 55.6%。
孩子的茁壮成长，需要在改善儿
童营养方面下功夫。报告指出，我国
印 发《国 民 营 养 计 划（2017 － 2030
年）》，开展相关重大行动。2011 年以
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资金 1968
亿元，每年惠及约 3800 万学生。2012
年以来持续开展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
善项目，
受益儿童 1365 万。

孩子身心健康是父母的期盼，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容忽
视。报告显示，我国将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纳入健康中国行动统筹推进，
强化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人员配备，推
动精神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以抑郁
症、孤独症为重点，探索防治适宜技术
和干预模式。
报告还透露，全国 1379 家妇幼保
健机构开展儿童心理保健服务，318 个
地市设有精神专科医院，2756 个区县
能够开展精神卫生专科服务，初步缓
解了基层儿童心理服务短缺问题。
然而，儿童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一
定成效的同时，报告也指出了一些需
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仍处高位，超重问题不
容忽视，脊柱侧弯、孤独症患病增多；
“隔代养育”现象普遍；儿童医疗服务
人才短缺且工作负担重；儿童用药、儿
童心理健康、儿童伤害防控等方面还
存在制度短板。
守护好儿童健康就是守护好全民
健康的基础。未来，儿童健康促进工
作该如何精准发力？
完善儿童用药监测预警机制，
持续
推动儿童药品集中生产基地建设，
扩大
品种覆盖，深化供应链协作，努力推动
实现一批儿童国产药品上市；
支持开展
10 个左右儿科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推进优质资源下沉；把好生育
关、养育关、发育关、教育关、疾病防治
关，加强儿童健康全程服务；结合推进
公共服务补短板、
强弱项、
提质量，
促进
公共资源向儿童适度倾斜……报告紧
扣儿童健康关切
“实招”
频出。
报告鲜明指出：
“坚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强化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依法
行政、强化保障、创新机制、强基固本，
不断推进儿童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
（来源：新华网）

6 · 26 国 际 禁 毒 日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宣

2022

﹄二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启动

6 月 21 日，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
况的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受国务院委托，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向常委会会议作了报告。
生活垃圾分类如何推进？危险废物
处置能力能否满足需要？报告对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的突出问题进行了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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