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2 月 9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朝文

家 园

新华社青岛 2 月 8 日电(记者张旭东)一
排排渔船被封冻在港口，船上的彩旗在寒风
中剧烈抖动……渤海和黄海北部海冰冰情近
期持续发展，已进入严重冰期。海冰给沿海居
民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近日随国家海
洋局北海分局一支海冰调查队，驱车 1000 多
公里，赴山东、河北、天津和辽宁的港口、渔船
和养殖企业等进行海冰调查。

黄渤海进入本年度严重冰期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海冰首席预报
员黎舸介绍，2017 年 11 月底，渤海和黄海北
部在今冬首次出现海冰，并随气温变化振荡
式发展。今年 1 月份以来，随着气温持续走
低，黄渤海海冰冰情持续发展，目前已进入今
冬严重冰期，特别是辽东湾冰情一度达到蓝
色警报标准。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最新卫星遥
感数据显示，黄渤海共有海冰约 25863 平
方公里，渤海海冰面积约 20590 平方公里，
黄海北部海冰面积约 5273 平方公里。其
中，辽东湾浮冰最大外缘线为 69 海里，海
冰面积 16989 平方公里，占辽东湾面积
55 . 92%。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研究员袁本
坤说，前几日辽东湾外缘浮冰在风浪作用
下涌入了湾内，外缘线变短，警报也根据外
缘线变化解除了，但辽东湾冰情并未真正
缓解。这几日随着冷空气加剧，冰情又重回
警报标准。

记者在辽宁省兴城市沿海一线看到，
几乎看不到海水，特别是觉华岛与兴城市
区之间已全部被厚厚的海冰覆盖，在阳光
照耀下折射出刺眼白色。

海水在零下 1 . 5 摄氏度至 2 摄氏度

就会结冰，渤海和黄海北部每年冬季都会
出现海冰。一般每年 11 月下旬开始结冰，
翌年 3 月中旬终冰。从初冰日至终冰日，分
为初冰期、严重冰期和终冰期。

对沿海生产造成不同程度影响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今年虽然是常
冰年，但冰情较前两年更重，对渔业和海水
养殖业、港口和交通运输业造成影响。

在山东东营河口区中心渔港，260 多
艘渔船被封冻在港口，船上的彩旗在寒风
中剧烈抖动。东营市河口区海洋与渔业局
渔港监督长刘振甲说，今年海冰较重，渔船
无法出海作业，港内渔船比 2017 年同期多
100 多艘。

山东寿光的渔船主丁强枝说：“10 几
天前就给船加满了油，但近海结冰，渔网下

不去。如果再过三四天还不能出海，就准备
给船员放假了。春节前出不去，至少损失
30 万元。”

记者在唐山市曹妃甸区的冀东油田看
到，油田周围被白茫茫的海冰覆盖，一艘滚
装船准备靠泊油田一号人工岛，但海冰太
厚靠不上。一艘拖轮费力地破冰挤出航道
后，滚装船才顺利靠泊。“这样肯定影响油
田生产效率。”现场调度人员告诉记者。

辽宁省兴城市龙祥源水产养殖有限责
任公司养了 5000 亩海参，养殖池塘都结了
冰。公司负责人田大秋说：“现在看海冰还
没影响，就怕冰越来越重，把雪一块冻起
来。这样的话，开春冰化后池水盐度变化会
比较大，海参就会死。另外，我们要根据冰
情变化给池塘凿洞充氧，防止海参缺氧死
亡。”

一些基层人士表示，海冰最可怕的不
是盛冰期，而是融冰期。一块 6 平方公里的
大冰块在正常流速下，推力可达 4000 吨，
足以推倒石油平台。“碎片流冰容易堵塞船
的海底门，可能导致船舶主机故障。”沧州
市港航局引航站站长谢春华说。

重大海冰灾害应对能力待提升

黎舸和相关基层人士认为，环黄渤海
是我国重要经济腹地和北煤南运通道，防
冰抗冰的短板亟待补齐。

黎舸说，海冰厚度对很多行业来说都
是致灾与否和灾情大小主要指标，目前对
海冰观测和预警主要依靠卫星遥感资料。
由于海冰现场观测缺乏现代化手段，预报
模型业务化程度不高等，准确预测海冰发
展趋势仍面临较大挑战，建议建设岸、岛、
海上平台等在线业务化海冰观测网，并加
大海冰预警报技术研发投入。

一些山东渔民表示，渔业保险难以推
行的主要问题就是无法科学评估海冰损
失。养殖水产品都在大海里，保险公司很难
准确评估渔民真实损失。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海洋调查船无破冰能力，仅能沿海冰外
缘监测，难以获取养殖海域、石油平台、航
线等区域现场冰情及环境要素资料。因此，
需建设具有专业破冰能力的调查船只，综
合、机动开展海冰观测调查，积累海冰长期
影响资料，同时保障重要港口电煤运输，应
对威胁生命安全的突发事件。

黄渤海“追冰”：渔船冻在港，海参忙吸氧

万吨工业垃圾跨省倾倒长江安徽段
垃圾源头地落后的垃圾处置能力与发达的工业生产间的矛盾凸显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罗鑫、李伟)近
年来，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PM2 . 5 因
导致严重雾霾而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却
很少人知道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
湖泊、河流和水库却同样遭受“水中
PM2 . 5”——— 微塑料的侵袭。

作为塑料生产和使用大国，塑料污
染防治正引起中国上下高度重视，科研
人员正全力向“水中 PM2 . 5”宣战。

“水中 PM2 . 5”威胁生态

系统和人类健康

由于回收利用率低、管理不当等原
因，塑料垃圾进入海洋、淡水等水环境
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成被科学家称
为“水中 PM2 . 5”的微塑料，即小于 5 毫
米的塑料碎片和颗粒，威胁水环境和人
体健康。

“大量研究表明微塑料普遍存在于
各种海洋环境中，并在大洋环流区及海
岸带富集。”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污染生态
学博士王文锋说，近年来他们研究发现，
内陆水体微塑料污染同样存在，且部分
水体污染情况较海洋环境“更为严重”。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研究员施华宏说，“微塑料”的概
念 2004 年由英国学者汤姆森最早提出，
被认为是一类新型环境污染物。十几年
来，相关研究快速发展，正越来越引起人
们关注。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研究员王菊
英说，相比大尺寸的塑料，微塑料由于其
尺度范围小于 5 毫米，与低营养级浮游
生物的饵料粒径类似从而容易被其摄
食，并有可能随食物链向更高营养级传
递，给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极大隐
患。

据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估
计，全球目前每年塑料生产量约为 3 亿
吨，比上世纪 60 年代增长了 20 倍，其中
超过 40% 的塑料只被使用了一次，有的
甚至不到 1 分钟就被丢弃，但塑料在地

球环境中会存在数百年，其中海洋中约有 3 . 5 万吨微塑料。
29 岁的王文锋自 2015 年起加入微塑料污染的研究团队。他希

望通过对淡水环境微塑料污染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引起公众和政府
对微塑料污染治理的重视。

国内起步较晚，研究人员数量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长江经济带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而各地则全面加强环保督察
问责，完善生态环保责任体系。湖北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区环境保护管
理和长江沿线化工企业及园区污染整治，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

提起微塑料污染研究，王文锋坦言国内起步较晚，专业研究人员
数量明显不足。

“2015 年我将微塑料污染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当时做这
个课题挺难的，可供参考的中文文献非常少，只能大量查阅英文文
献。”王文锋说，“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半，不是在外监测水体，就是
泡在实验室里。”

科研人员持之以恒的研究终于在去年 10 月取得重要进展。王文
锋和研究团队通过调查武汉湖泊群以及三峡库区微塑料污染状况，
为世界了解微塑料在淡水系统中的污染水平提供了重要参考数据。
最近，他们监测了洞庭湖、洪湖、鄱阳湖、丹江口水库微塑料污染状
况，进一步证实了微塑料存在的广泛性。

王文锋介绍，目前国外关于微塑料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洋
环境，而淡水微塑料污染数据相对匮乏。为此，他和实验室团队成员
改进创新国外的采样技术，使之适用于淡水领域研究。

据介绍，微塑料分为初生微塑料和次生微塑料两大类。初生微塑
料是指经过河流、污水处理厂等而排入海洋环境中的塑料颗粒工业
产品，如化妆品等含有的微塑料颗粒或作为工业原料的塑料颗粒和
树脂颗粒；次生微塑料是由大型塑料垃圾经过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
造成分裂和体积减小而成的塑料颗粒。

王文锋表示，经调查，长江水环境中的微塑料主要以次生微塑料
为主，长江表层水微塑料丰度在每立方米 2000 个左右，其中塑料纤
维占微塑料总数的 70% 以上。“这些塑料纤维大多有颜色 . 据此我们
推测，它们可能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长江两岸和上游居民的污水排放，
尺寸以小于 2 毫米的为主，占比达 80% 以上。这说明长江中的微塑
料可能对长江水生生物带来一定的环境风险，因为这一尺寸的微塑
料大小与浮游动物接近，容易被其他水生动物误食。”

公众对微塑料认识有待提高

有专家认为，过去的研究证明了微塑料的普遍存在，今后十年研
究的主要目标则是阐明其生态和健康危害，这需要时间用充分科学
证据来证明。

“国内已有大学在探究微生物对微塑料的降解，如果试验成功并
能广泛推广，将造福人类发展。”王文锋说。

“只有揭示微塑料分布特征，阐明其环境行为与归趋，评价其生
态环境风险，才能研究相关管理措施及控制对策，保障水生态环境安
全。”王文锋说。

王文锋所在团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80 后”，其中有不少非洲国
家留学生，因为非洲相关研究更少，他们希望未来将研究成果带回国
并惠及当地人。

王文锋说，微塑料研究监测标准的不统一，给各国研究及治理造
成障碍，建议未来尽快统一相关标准。例如，一些国家近年来立法在
化妆品、洗护用品中禁用微塑料，而中国政府还需从政策立法层面加
强污染治理，公众对微塑料的认识也还有待提高。

“国外不少微塑料研究已达到纳米级，我们还停留在毫米级，未
来我们将加大投入，提高研究的精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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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2 月 8 日电(“中国网事”记
者汪延、董雪、姜刚)近期，长江沿岸多地曝出
“工业垃圾跨省倾倒长江”事件，牵出多条由
东部地区至安徽的沿江非法转移危险废物等
工业垃圾的“产业链”，仅最近 4 个月，公安机
关查证非法倾倒安徽省内长江水域和查扣的
工业垃圾就达上万吨。这上万吨工业垃圾
“去”哪了？母亲河为何屡屡“受伤”？我们该如
何保护母亲河？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沿江
各地进行追踪调查。

上万吨工业垃圾“去”哪了？

“工业垃圾跨省倾倒长江”事件一经曝
光，引发网民强烈愤慨，呼吁严厉打击、绝不
姑息。“过分了！真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有
网民说。那么，万吨工业垃圾“去”哪了？

记者近日探访了多个工业垃圾源头企
业、码头、倾倒点。2 月 5 日上午，记者来到安
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上江村的一处江滩。颠簸
驶过两三公里碎砖和石子临时铺成的小路，
再踩着一路泥巴走上几百米后，记者抵达了
被倾倒 2400 余吨工业垃圾的上江村江滩。与
一个多月前鲜有人至的场面不同，倾倒点竖
着一个写有“严厉打击非法倾倒行为”的黄色
警告牌，每隔三五米便插有一支标记检测取
样点的小红旗，现场留有大小不一的检测取
样坑、塑胶手套等检测用品和深深浅浅的脚
印。

在义安区另一个长江堤坝内倾倒点，不
法分子倾倒了 62 . 88 吨危险废物，即“10·
12”重大污染环境案。记者看到，经过江水浸
泡，一些红色的危险废物已与江沙混合附着
于堤坝土壤表层，另有大部分危险废物被集

中在堤坝边一个新挖不久的条形坑里，覆
盖着蓝色雨布以防扬尘等二次污染。

“到 1 月 31 日，这两个倾倒点的检测
取样工作已经完成，检测结果需要等待大
约一个月。”铜陵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委托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编制的清
运方案也于 2 月 5 日通过了专家评审，下
一步，铜陵市将依方案清运处置这两个倾
倒点的工业垃圾，并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评
估。

去年汛期过后，长江航运公安局芜湖
分局通过侦办“10·12”重大污染环境案，
牵出多条由浙江、江苏向安徽境内非法转
移危险废物和固体废物的案件线索。期
间，该局查扣 8 艘非法转移疑似固体废物
等的船舶，共计装载固体废物近 7000 吨。
目前，这些船舶已被押回浙江、江苏原装
载码头。

“环保部南京环科所派人专程来我厅
对接检测鉴定方案。”安徽省环保厅副厅
长殷福才表示，并派出技术人员登船对船
载固体废物进行取样，目前已全部完成采
样工作，检测分析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之
中。

母亲河为何屡屡“受伤”？

上万吨工业垃圾跨省倾倒事件还未告
一段落，有的地方又发现新的倾倒点，包括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芜湖长江大桥开发
区等地。“连续几天夜里有车辆开过，公路
上洒漏不少污泥，刺鼻气味很大。”去年 11
月底，繁昌县环保局接到群众举报——— 有
车辆从长江沿岸的荻港镇荻浦码头向顺风

山倾倒污泥。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这处倾倒点是一

座废弃的矿山，离荻浦码头五六公里，周边
没有村民居住。污泥接收人承包了顺风山
铁矿区域一片土地复垦经营，于去年 11 月
分两次共计接收了 1660 吨污泥倾倒在附
近，以备作肥料改善土壤。繁昌县环保局相
关负责人说，污泥经检测显示，属于一般固
体废物，按规定也不能用作肥料。目前，该
局的主要工作是锁定江浙一带的源头责任
人。

为什么会发生工业垃圾的跨省倾倒，
形成这样的黑色“利益链”“产业链”？殷福
才分析认为，非法企业想要降低处置成本，
处理一吨危险废物大概需要 6000 元到
8000 元，如果非法倾倒、转移，一吨只需要
几百块钱。

“蒙混过关”也是此类现象屡禁不绝的
一大原因。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船舶利用
长江航道，分别从江苏、浙江等地装载大量
危险废物与一般固废的混合物以后，以安
徽省部分地方制造砖瓦需要生产原料为
名，非法转运至安徽省境内倾倒，形成了非
法“产业链”。犯罪嫌疑人采取将危险废物
与一般固废混合、再在表面覆盖黄土的做
法，蒙混过关，逃避检查，具有较强的隐蔽
性。

“通过长江水道运输逃避很难监管，如
果是从陆路，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监管。”
安徽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案件
涉及多个省份，同时在一个省内还涉及公
安、环保、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任何一个
环节出了问题，都很容易蒙混过关，有人利
用这些弱点转移有毒有害的固废。

我们该如何保护母亲河？

“保护母亲河人人有责”“一定要严打，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屡禁不绝的
“工业垃圾跨省倾倒长江”事件激起网民热
议。面对这一关系长江生态安全的新型污
染现象，保护母亲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琪等人
认为，危险废物产生的源头省份，要建立台
账，一年产生了多少危险废物、处理了多
少，还有哪些没处理掉，到哪里去了，都要
一清二楚。如果源头上控制不好，光靠堵漏
难度是相当大的。

记者走访东部沿海地区发现，垃圾跨
省倾倒的背后，是当地落后的垃圾处置能
力与发达的工业生产间的矛盾。东部一家
印染企业负责人认为，有关政府部门应积
极推动垃圾处理项目建设，在环保早已禁
止企业使用自行焚烧、填埋等手段处理垃
圾的情况下，及时打开垃圾处置的正门，而
不是让堆积的垃圾影响企业正常生产。

网友呼吁，应加大惩处力度，瓦解这些
“产业链”。网民“AA 阿四”表示，希望有关
部门对这些黑色“产业链”从上游源头一一
查起，对产生工业垃圾的企业、不作为的监
管部门、下游物流公司及其运输船，集体问
责、查处，还大家碧水蓝天。

鉴于工业垃圾跨省转移涉及多省份、
多部门，芜湖市环保干部建议，应树立沿江
省份整治行动“一盘棋”思想，建立工业垃
圾去向可追溯和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从
事前监管到事后查处都形成合力，确保一
江清水向东流。

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记者高敬)记者
8 日从环境保护部了解到，第一批接受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的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
河南、广西、云南、宁夏等 8省区公开了督察
整改情况。截至 2017 年底，8省区督察整改
方案明确的 481 项整改任务已完成 316 项，
其余 165 项正在推进中。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16 年 7 月至
8 月组织对内蒙古等 8省区开展环境保护督
察，并于 2016 年 11 月完成督察反馈。8省区

将督察整改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的重要抓手，建立机制、强化措施、积
极推进，取得明显的整改成效。通过整改，
解决了一批长期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8省区督察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但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 部分整改任务进展有所滞后。一
些电解铝、钢铁等违规产能退出周期长，一
些地区基础治污设施建设、尾矿库治理和

生态环境恢复等工作滞后，一些自然保护
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历史遗留问题多，
虽制定整改方案，但整改工作缓慢。

——— 一些地区整改力度仍需加大。个
别地区对督察反馈指出的问题，没有制定
更加细化的整改方案，导致部分问题没有
完全整改到位；一些地区督察整改方案论
证不够充分，整改措施不够精准，影响整改
工作有效开展。

——— 一些环境问题出现反弹。个别地

区在督察进驻期间对部分污染较重企业，
特别是“散乱污”企业等，采取简单关停措
施，督察进驻结束后又恢复生产，导致人民
群众反映较多。

督察整改是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环
节，也是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
键举措。下一步，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将继续对各地整改情况实施清单化调度，
并不定期组织开展机动式、点穴式督察，始
终保持督察压力，压实整改责任。

8 省区公开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落实情况
截至去年底，481 项整改任务已完成 316 项，其余 165 项正在推进中

●什么是“水中 PM2 . 5”？
由于回收利用率低、管理不

当等原因，塑料垃圾进入海洋、

淡水等水环境后，随着时间推移

逐渐变成微塑料，即小于 5 毫米

的塑料碎片和颗粒

●“水中 PM2 . 5”有何危害？

由于其尺度范围小于 5 毫

米，与低营养级浮游生物的饵料

粒径类似从而容易被其摄食，并

有可能随食物链向更高营养级

传递，给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

成极大隐患

▲渔船被封冻在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中心渔港（1 月 27 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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