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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者 丁燕
入行十年，不短不长。
心有所持，坚定前行！

我的新闻热线15636058809

他山 之石

手机扫一扫，畅读
《每事问·新闻调查》更
多精彩内容。

□文/摄 本报记者 丁燕

刘妍认为，要通过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塑料污染治理
达到更高水平。针对我省塑料污染领域科研基础较为薄
弱的问题，要集中优势团队和力量，推进塑料的降解、废弃
塑料的分离和再生利用技术研究，推动替代产品和模式的
研发和推广使用。政府部门要加大塑料污染治理科技经
费投入力度，搭建平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刘杰建议，加强塑料污染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想要破解塑料污染，一是强化源头减量和治理，抓住废
塑料原料生产及塑料制品使用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
分类提出管理要求，合理确定实施路径，积极稳妥推进
塑料污染治理工作。二是以可循环、易回收和再生利用
为导向，研发推广性能广、绿色环保、经济适用的塑料制
品及替代产品，形成一个有利于塑料规范回收和再生利
用的闭环。三是多元参与，社会共治。发挥企业主体责
任，强化政府监督管理，加强政策引导，进入循环经济产
业园区生产。同时，严肃查处塑料散乱污企业及相关生
态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等。

张彦林表示，塑料污染治理，需要全民参与。可在
全省范围内发起“不拎塑料袋，捡起布兜子”的相关倡
议，通过组织培训等方式，发动更多的百姓参与到限塑
行动中，养成低碳生活习惯，引领绿色生活新风尚。此
外，可招募监督员，监督塑料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塑料
污染治理的落实情况。

摆脱“塑”缚还要做好这几点

元旦后订单翻番 多销往南方

记者了解到，截至2020年12月15日，
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完成了
2020年塑料污染治理进展情况自查工作。

在禁限政策落实方面，全省共排查聚
乙烯农用地膜和塑料购物袋生产企业 23
家，检查流通领域农用地膜经销企业 147
家，塑料购物袋销售业户258户，一次性塑
料棉签89家，药品零售药店2300多家。A
级旅游景区有餐饮堂食服务的 162家，除
1家停业 2家关闭外，全部落实“旅游景区
内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
性塑料餐具”要求。

各项检查中未发现制造销售厚度小
于 0.025毫米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1毫米聚乙烯农用地膜的情况。药店、
书店、超市等场所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的
数量大幅下降。全面完成黑龙江省邮政
快递业“9792”工程任务。45毫米以下“瘦
身胶带”封装比例达到 100%，电商快件不
再二次包装比率 84%，可循环中转袋使用
率达到 96%，累计设置标准废弃物回收装
置共1071个。

在塑料垃圾回收清运处理及专项清理
方面，全省14个重点用膜县、市（区）已建设
废旧农膜回收处理厂，设立临时堆放场所，
配备运输车辆，探索建立废旧地膜回收体
系。2019年全省农用地膜、棚膜回收率为
78%，2020年回收率预计可达到82%。

在执法监督开展方面，在邮政快递包
装业，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315次，下发
整改通知 4 份，对企业提出口头警告 53
次。因违反快递绿色包装要求，对鹤岗一
家企业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处罚款。

在哈尔滨源再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只需要 2分钟，废
塑料就能通过一系列流程变成再生塑料
粒子，实现再利用。据悉，该公司是全国
卫生产业企业协会授予的医疗机构可回
收废物再生示范基地、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回收分会授予的医疗机构可回收物中废
塑料回收试点企业。

“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塑料污染
治理各项工作得到了稳步推进，但与国家
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省生态环境厅
相关负责人坦言，技术和气候等层面的问
题，还在制约着我省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一方面，我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该
领域研究基础较薄弱，暂未开展塑料替代
产品和模式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项目或课题。另一方面，受客观条件影
响，某些成型的替代方案无法实现。例如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虽然连续多年进行实
验，但是由于气候等客观因素影响，目前
市场上还没有理想产品可供使用，因此使
用量较少。”

14日，记者来到位于香坊区旭
升南街的顺丰速运黑龙江总部。十
余平方米的展示厅内，摆放着近二
十种包装物件。

丁百强负责该公司的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他告诉记者：“为了推进
绿色环保理念，我们推行简约包
装。截至去年底，电商快递不再包
装的比例达到 80%。”现场一款黑色
的箱子吸引记者注意。据介绍，这
是丰BOX，可以为医疗、副食、鲜花
等生鲜产品提供包装，“一个丰
BOX能代替 10个现有的标准快递

纸箱，进一步减少塑料污染。”
“为了包装结实、不丢件、不破

损，10多年来快递员一直在使用宽
48毫米以上的胶带。从去年 4月开
始，公司要求从减少污染和降低成
本的角度出发，我们网点开始使用
38毫米以下的‘瘦身’胶带。”道里区
申通快递的快递员陈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多家快递公司统
一定制中转可循环环保袋，通过给
快件“换装”，最大程度减少对一次
性塑料编织袋的使用，降低对环境
的污染，助力打造“绿色快递”。

冰城快递推出“三大减塑法”
胶带“瘦身”+简约包装+循环环保袋

近年来，除了外卖等行业，快递、电商等新兴业态带来的快递塑
料包装等的消耗量快速上升。记者了解到，为了推进“绿色快递”，冰
城快递行业从去年初就在减塑工作上下了很多工夫。

C、关键词：胶带

15日傍晚，记者来到松北区世
茂大道一家连锁水饺店。“餐盒是可
降解的吗？”听到记者的询问，服务
员思考片刻后说：“餐盒都是环保
的，能用微波炉加热。”记者看到，餐
盒底部标注了生产许可证号，但没
有“可降解”字样。记者提出打包要
求，服务员收了一元钱的餐盒费，同
时免费赠送一个环保购物袋。

老厨家第四代传承人郑树国告
诉记者，目前冰城市场上可选择的可
降解餐盒不多，现有的可降解餐盒使
用起来不是很方便。“现在市面上能
买到的可降解餐盒都比较小，之前一
个餐盒能装下，现在得用好几个。”

记者走访发现，囿于成本高、货
源难觅等因素，对于可降解塑料袋、
可降解餐盒的使用，多数餐饮店仍
在观望中。

在利民开发区南京路上的一家
烧烤店，店主张先生称并没有接到相
关通知。他告诉记者，小店顾客主要
是附近居民，之前一直用普通塑料袋
免费打包。“可降解餐盒成本高，我们
小本生意很难接受，给顾客涨价怕引
起不满，影响客流。再说，也不知道
去哪儿买？也没见谁卖啊！”

15日，记者在松北区世博路一
家披萨店内看到，打包的塑料袋仍
为普通塑料袋。

部分饭店货源难觅 仍在观望中
“成本高怕顾客不满意，影响客流”

今年刚刚执行的“史上最严限塑令”规定：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
各类商品展销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记者走访哈尔滨
市区部分餐饮店发现，禁塑情况落实不一。

B、关键词：餐盒

虽然冰城市区部分大型超市可
降解塑料袋“上线”，但多家书店、药
店、农贸市场未见行动。

12日上午，记者走访了道里区
的两家书店，发现出售的均为普通塑
料袋。在地段街上的一家书店，记者
询问塑料袋是否为可降解材质，收银
员有些诧异，称“和原来的一样”。

记者在松北区祥安市场、润和
城市场、利民开发区秦家大市场，发

现多数商户仍在免费提供不可降解
的塑料袋。

记者走访的三家药店中，除道
里区一家大型连锁药店有偿提供普
通购物袋，另外两家药店都免费提
供塑料袋，且均为超薄塑料袋。

在松北区万象汇西西弗书店，店
员告诉记者，该店不提供塑料袋，从开
业起一直销售无纺布环保袋和纸袋，

“可以重复利用，大家买的挺多。”

记者8日在松北区永辉超市看
到，超市入口处放着一个宣传版，
上面写有“拿上布袋子、提起菜篮
子”等字样。

在结款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该超市门店内以及电商提供的
购物袋，已全面升级为可降解塑料
购物袋，大号 1元/个，小号 0.6元/
个，都是从河北雄县定购的。“如果

所购商品不多，多数细心的顾客会
选择装包拿走，当然也有不看价格
直接就买的。虽没系统测算过，但
这种可降解塑料袋上市后，因价格
比之前贵 0.3—0.5元，倒逼销量减
少。”工作人员介绍说。

走访中，中央大街金安购物商
城、北京华联超市等大型超市，均
出现上述情况。

一些大超市可降解塑料袋“上线”
“价格略高，倒逼塑料袋销量减少”

多家书店、药店、农贸市场未见行动
“和原来的一样”

提到“最严限塑令”，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塑料袋。记者走访发
现，可降解塑料袋的使用呈现“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

A、关键词：塑料袋

科研薄弱+气候因素
掣肘治塑

日本
用废塑料瓶制作领奖台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即将举行
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领奖台，将利
用家庭等丢弃的一次性塑料进行制作。
作为回收对象的塑料为洗衣剂、柔顺剂、
厨房清洁剂、护发制品、除臭芳香剂的塑
料瓶，以及替换装制品等。

德国
买矿泉水收塑料瓶押金

德国政府鼓励市民自觉回收塑料垃
圾。有科学家指出，一个瓶身比较厚的
矿泉水塑料瓶再回收后可以循环使用
30次。为了促进塑料瓶回收，德国早在
多年前就在市民购买矿泉水时征收塑料
瓶押金。

当地媒体报道，2019年 1月 1日，韩
国《关于节约资源及促进资源回收利用
的法律》修正案正式生效。其中规定，
韩国2000家大型超市和1.1万家面积超
过165平方米的超市全面禁用一次性塑
料袋，取而代之为顾客提供环保购物
袋、纸质袋等。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大
型超市被发现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将被处以最高300万韩元的罚款。

韩国
大商超违规将严罚

据英国《卫报》网站报道，科学家
“意外”制造出了一种能够分解塑料饮
料瓶的突变酶，这一突破使得塑料瓶的
循环再生具备可能。

据悉，这种突变酶只需几天的功夫
就可以开始分解塑料，速度远远快于塑
料在海洋中分解所需的数百年时间。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种突变酶不仅能降
解 PET，还能降解 PET 的替代品 PEF
（聚乙烯）。

英国
“意外”造出突变酶

如何摆脱 缚？
替代品普及是关键

商超外卖快递 落实状况不一

“今年元旦以来，随着市场需求增加，我们接到的订单翻了
一番。由于上游原材料供应不足，目前我们的产品已供不应求
了，下单最快一个月后拿到货。”1月 19日，黑龙江鑫达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生物可降解材料销售总监李健成告诉记者。

当天上午，记者视频连线了李健成。视频中，数千平方米
的厂房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输送、计
量、切粒、在线检测、均化干燥、成品检验……李健成说，从目前
销售情况看，他们的可降解复合材料多销往南方，部分卖给省
内加工企业，用于制作购物袋、吸管、刀叉等一次性用品。

李健成告诉记者，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我省生
物可降解复合材料供应商之一，近年来通过自主研发与合作研
发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配方与技
术，目前正在开展生物可降解地膜、生物可降解餐盒等材料的
研发，“产品预计年内上市”。据悉，2020年，该公司生物可降解
复合材料年产量近3000吨，销售额为4900余万元。

据李健成介绍，大部分生产传统塑料制品的企业，更换原
材料，稍微调整工艺就可以进行生物可降解制品的生产。“随着
市场需求、客户需求的发展以及公众对生物可降解材料的认可
度不断提高，未来几年，行业将迎来爆发期。”

可降解餐盒款式少 可降解塑料袋略贵 有的商家说买不到

今年元旦起，国内多地开始执行“最严限塑令”。随着政策落地实施，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我省塑料污染治理各
项工作得到稳步推进，但与国家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我省塑料污染治理还有哪些难点、痛点？下一步，
塑料污染治理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记者走访 执法检查

可降解材料生产企业

专家支招

如何将“限塑令”落到实处，让减塑行动提档升级？对此，
记者采访到黑龙江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妍、黑龙江
省环境保护志愿者联合会顾问张彦林，以及哈尔滨市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协会会长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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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北区一超市内，裹着塑料保
鲜膜的精品果蔬。

？

哈尔滨一水饺店的环保餐盒哈尔滨一水饺店的环保餐盒。。

松北区一超市内松北区一超市内，，张贴出可降解购物张贴出可降解购物
袋的宣传海报袋的宣传海报。。

快递员正用“瘦身”胶带打包。

打包后的生物可降解材料打包后的生物可降解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