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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下水超采严重
专家呼吁勿蹈华北覆辙

据统计， 松花江-辽河流域 2016 年供水量
为 698 亿 m3， 其中地下 水供水 量 318.7 亿 m3，
占总供水量的 45.7%。 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开采量
234.6 亿 m3， 超过全区地下水补给量的 60%， 部
分地区地下水开采量已经超过补给量， 出现了明
显的超采趋势。 王建华举例， 其中， 松嫩平原和
辽河平原浅层地下水超采最为严重， 地下水位降
落漏斗总面积达到 480 km2， 漏斗中心地下水位
下降 30~60 m。 地下水是河湖湿地生态系统重要
的涵养水源， 也是陆域非地带性植被基础性支撑
条件， 一旦地下水超采致地下水位下降， 必然会
导致区域湖沼湿地系统退化和非地带性植被演
替， 由此带来的生态系统风险难以估量。
来源： 科技日报 2018-03-22

多地现共享单车“坟场”： 谁为浪费负责？
新华视点” 记者日前走访北京、 上海、 广
州、 厦门、 合肥、 南昌等多地发现， 有些地方往
往旧“坟场” 尚未清理又不断增添新“坟场”，
大量被废弃的单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 还造成巨
大浪费。 共享单车“坟场” 从 2017 年开始不断
进入公众视野。 这些“坟场” 的面积从数百平方
米到近万平方米不等， 停放的单车数量少则数百
辆， 多则十余万辆， 覆盖了几乎所有品牌。 记者
在 7 000 余平方米的厦门“巨型坟场” 看到， 杂
乱堆叠的“车山” 高达 10 m 左右， 据说这里的
单车超过 6 万辆。 多位专家表示， 解决共享单车
“坟场” 问题， 必须在政府、 行业、 企业之间建
立“共享共治” 责任体系， 运用法律、 经济、 科
技等手段综合施策。
来源： 新华视点 2018-05-24

报废手机确实是碳排放大户
虽然并不完全赞同研究者提出的“智能手机
是全球变暖推手” 这一观点， 但何良年认为， 使
用智能手机客观上确实会增加碳排放量。 “如同
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 看得见的只是小部分， 而
绝大部分都被隐藏在水下。 智能手机的碳排放也
是如此。” 何良年说， 考量使用智能手机是否会
增加碳排放量， 应以它的“全生命周期” 来计

算， 即从手机生产、 使用到报废拆解所有环节。
据工信部的数据显示， 我国仅从 2014 年至今，
废旧手机存量累积就约 18.3 亿台。 工信部预测，
2018 年和 2019 年手机淘汰量将分别达到 4.61 亿
台和 4.99 亿台。 而在 5G 商用后， 年废旧手机数
量将增至 5.24 亿台。 与此同时， 国内废旧手机
回收业却急缺专业化和规模化的龙头企业， 散乱
小企业各自为战， 不仅增加了成本和能耗， 也间
接增加了碳排放量。
来源： 科技日报 2018-06-05

让参与环保更便利
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除了要具备相应的
生态意识、 掌握相关的方法和知识， 还需要有更
多更便利的渠道。 如果你是一名城市居民， 植树
节时想去种棵树， 但没有单位或者学校组织， 你
知道该去哪儿种或者能去哪儿种吗？ 夏天在影
院、 商场等公共场所发现空调温度太低、 浪费能
源， 你知道应该跟什么机构或者什么人反映， 才
能解决问题吗？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
进， 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心和关注也在不断
提升。 从自带购物袋、 双面打印、 光盘行动， 到
购买节能家电、 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越来越
多的人正通过自己的方式， 身体力行地参与到环
境保护中来。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8-06-06

【政策法规】

靠法治手段推进垃圾分类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 住建部 《生
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已满一年， 近日有媒
体专门实地调查走访， 发现许多地方的垃圾分类
推广工作依然步履维艰： 有的地方垃圾桶都是
“清一色”， 不仅没有标注分类， 垃圾回收车回收
时对垃圾也是“一锅烩”； 有的地方虽然对垃圾
箱做了分类， 但少了有害垃圾箱， 部分有害垃圾
直接投放到生活垃圾箱； 更多的地方则是居民基
本不具备垃圾分类的意识， 将所有的生活垃圾都
装在一个垃圾袋内， 一扔了之。 当前， 垃圾分类
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破解城乡“垃圾围城” 困局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也被认为是国民素质的体现
及现代文明的标志和尺度。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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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清远市黑臭水体整治弄虚作假
周边居民叫苦不迭
人民网北京 6 月11 日电 （施麟） 据生态环
境部消息， 中央环保督察组依据 《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要求广东省 2017 年底消除黑臭水体平
均比例为 60%。 广东省明确， 到 2017 年底清远
市也需完成消除黑臭水体 60%的任务。 近日，
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近日随机抽查了清远市海仔
大排坑的治理情况。 督察组发现， 该河涌仍在整
治中， 岸边硬化仍在施工阶段， 整治工程没有按
要求完成。 督察组已明确将继续开展深入调查，
坚决查实“假装治污” “表面治污” 问题， 并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来源： 人民网-环保频道 2018-06-11

打好土壤污染防治组合拳
我国首次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
明，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堪忧。 近几年，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
当严峻， 土壤深度退化、 酸化、 盐渍化， 砷、
汞、 铅、 镉等重金属污染等问题逐年加剧， 农药
等有机污染物残留严重，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
忧。 土壤问题直接影响群众“菜篮子” 和“米袋
子”， 对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形成
巨大风险。
来源： 经济参考报 2018-06-11

【科技动态】

卫星遥感监测等科技
让环保更精准

近年来， 在生态环境领域， 遥感、 自动化远
程控制水文遥测等科技手段， 都发挥了不小的作
用。 针对汶川震区的结论， 便是科研人员基于十
年间的海量卫星数据以及高空遥感飞机、 无人机
等获取的航空观测数据分析得出的。 卫星遥感监
测， 让小堆垃圾、 小水沟的污染都难逃“法眼”。
无人机执法， 让违法企业的偷排行为无处遁形。
在环保执法领域， 无人机已经成为监管人员必不
可少的“办公用品”。

濒危植物： 踏上野外回归之路

2018 年 6 月

称为“植物界大熊猫” 的植物， 野外回归的数量
突破 500 株。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04-17

【环球扫描】 全球热带气旋移动速度减缓
英国 《自然》 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气候科学
最新报告称，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 科学家发现， 热带气旋的移动速度在
过去 70 年里减慢了大约 10%， 部分陆地地区的
热带气旋降速明显， 导致与风暴有关的灾害可能
性增加。 热带气旋是指发生在热带、 亚热带地区
海面上的气旋性环流， 是地球物理环境中最具破
坏性的天气系统之一。
来源： 科技日报 2018-06-11

应对排放新规 大众德国工厂计划短暂停产
据外媒报道， 德国大众汽车称， 由于新的尾
气排放检测标准即将生效， 其位于德国沃尔夫斯
堡的主要工厂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将短暂停产。 英
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 大众表示， 停产的主要目
的是避免未获得销售许可的车辆出现堆积。 由于
全球轻型车测试规程 （WLTP） 即将生效， 很多
车企都不得不推迟认证和销售。 在尾气排放测试
问题上， 因之前的测试造假丑闻阴影难散， 大众
一直持谨慎态度。
来源： 经济参考报 2018-06-08

“天堂” 里的“垃圾岛”
恶臭刺鼻， 灰尘弥漫， 满地是随处抛洒的塑
料瓶、 包装纸以及腐烂的食物， 一座浓烟直冲云
霄、 庞大不可想象的垃圾山在海边巍峨矗立， 与
湛蓝的天空、 透明的海水、 白色的沙滩形成鲜明
的对比。 谁也想不到， 这里就是被誉为“人间天
堂” 的马尔代夫首都马累西部的人工岛屿——
—
Thilafushi 岛。 来不及卸下舟车劳顿的疲惫， 熊晶
便和电子废物 POPs 减排全额示范项目代表团的同
事们直奔现场进行交流考察， 为马尔代夫垃圾处
理提供中国经验。 当我们震惊于看到的马尔代夫
与传说中是如此不同时， 熊晶和同事们早已习以
为常， 她们的目光永远聚焦在发展和繁荣背后的

近日，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

不环保， 始终奔波在交流电子废物、 固体废物及

物资源实验站工作人员， 在峨眉山野外海拔

POPs 管理政策和处理技术的路上， 用行动告诉所
有的人： 环境污染无国界， 要珍惜我们的环境。

1 050~1 460 m 的阔叶混交林， 把 160 株世界极
危植物峨眉拟单性木兰回归野外。 至此， 这种被

来源： 中国环境报 2018-0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