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江豚在崇明岛长江口安家”，上海海洋大学唐文

乔教授提出。复旦大学陈家宽教授则展示了长江湿地保

护网络对人们的启示。日前，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

论坛在沪举行。本次论坛由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

中心和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举办。来自农业

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复旦大学、西南大

学、南昌大学、安庆师范大学、浙江省渔业经济学会、中国

城郊经济研究会生态经济战略专委会、农业农村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上海海洋大学等政

府及相关单位的近 30位专家学者齐聚上海海洋大学。五

地专家结合长江大保护的背景，围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

和渔民转产转业”呈现出的新态势，进行了全方位、深层

次的探讨。

论坛召开前，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还与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签订了合作协议。

专家为长江大保护建言献策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董

金和指出，长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七大河流

之一，保护长江水生生物，是推动渔业绿色发展的客观需

要，政府近期将会制定出台更全面的保护管理制度，着力

夯实长江大保护基础。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长江水域

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议长期以来着力于长江

流域渔政执法能力建设的研究。他指出，长江大保护保卫

战已经打响，但从渔政执法方面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如执法设备落后或者缺乏必要的执法设备；执法人员

数量不足、专业能力存在欠缺；执法成本高，执法工作经

费不足；执法体制存在不顺，机制不完善；《渔业法》《渔业

法实施细则》等法律尚待完善等问题。

众多专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为打造长江大保护高端智库建言献策。

打造长江大保护的“智库”

本活动主办方之一的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

心，是在 2018年 2月由上海海洋大学与农业部长江流域

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心成立两年以

来，依托上海海洋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在渔业政策与法

规、水生生物资源、水域生态环境、渔业监督执法、渔业经

济、公共管理、社会学等方面展开科学、技术支持和咨询

服务，提交长江禁捕相关决策咨询报告、决策风险评估报

告、立法建议草案、调研报告等共计近 30份，建设和研究

工作已初见成效。

2019年 7—8月，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开

展“千里长江渔村行”行动。在中心 10位老师的号召和带

领下，组成了 7支队伍共 38人，分赴安徽、江苏、重庆、湖

北、四川、湖南和贵州调研。在当地渔业管理部门以及民

间志愿组织的协助下，师生们战高温顶酷暑，深入渔民家

庭，采取一对一访谈形式，重点调研渔民对退捕政策的认

知、退捕意愿、社会保障、渔船网具回收补偿、已退捕渔民

的生计保障、转产转业安排等关键性问题，完成了近 500

户渔民的有效调查问卷，形成了 7份调研报告，获取了大

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梳理了退捕

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以调研报告的形式提交给长

江办供管理决策参考。

他们一直在路上

为了对“长江大保护”的国家战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上海海洋大学的老师们，虽然所属学院不同、研究

方向不同，但他们都纷纷加入了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

研究中心，为“长江大保护”方案出力。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廷贵教授，长期以来

致力于退捕政策的影响研究。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和

学生一起奔赴在调查第一线，经常是长时间坐车转车，一

会骄阳，一会暴雨。“我很开心，因为我们用实际行动行走

在长江大保护的路上。”陈廷贵说。

正是在这样的实地调查中，他发现了渔民与退捕政

策满意度之间的规律，并建议政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确

保渔民转业有门，同时完善社会保障，提供养老和医疗保

险等。

“了解长江沿岸省市退捕渔民当前的生活状况以及

实行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政策的政策效果，了解在实行退

捕政策时渔民的生计、社会心理、社会保障、渔区社会矛

盾等问题，为渔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依据。我们的调研将

对进一步推进渔农村改革，缩小城乡差距，改善我国渔农

村政策及其实施条件具有基础性意义。”唐议说。

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的下一个任务，就

是尽可能地收集重要数据，研究改善的措施，巩固长江禁

渔成果，养护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维护

长江渔业生产正常秩序，实现更良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更有效地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推动渔

业绿色发展，为国家完善长江全面禁渔政策并推进贯彻

落实、稳定退捕秩序、保障渔民权益、维护渔区稳定提供

决策科学支撑。

笔，几乎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工

具，但你手中的笔够健康、够环保吗？近日

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笔（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针对

笔的生产工艺及包装使用等，提出了具体

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笔才是绿色的。

因为笔的种类众多，《征求意见稿》所

提出的标准适用于学习、办公或绘画等用

途的笔，包括铅笔类、圆珠笔类、记号笔

类、自来水笔类等产品，不适用于毛笔、粉

笔等特殊用途的笔。

每天都要用的笔，在生产过程中要防

备哪些有害物质？又该怎样控制？《征求意

见稿》要求，所有原材料中不得使用可分

解出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以及有害的

着色剂。

不管是孩子用的自动铅笔，还是大人

用的钢笔、签字笔，塑料部件都是必不可

少的。什么样的塑料才符合要求？根据《征

求意见稿》，含卤素材料绝对不行。而且还

要便于塑料循环利用，尽量避免使用含有

毒有害物质的材料、减少使用化合物。塑

料部件中可拆分部件材质种类不得超过

三类，并且为单一材质或共聚物。而在设

计和生产过程中，应使用可再生或生物质

材料。

现在大部分铅笔杆用的是木材，选择

木材时要注意哪些事项？为了避免破坏森

林，《征求意见稿》明确，铅笔杆所用木材

应符合可持续森林认证要求，进口木材应

符合国家木材贸易进出口的相关要求。

也许有人会注意到，有些墨水的气味

比较刺鼻，担心有损于健康。笔的墨水大

致分为水性、中性、油性三类，《征求意见

稿》分别对这三类墨水中相关物质提出了

限值。书写墨水和油墨不得添加卤代烃、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并列出了6类禁止使

用的乙二醇醚类物质，符合这些条件的墨水才是绿色的。

说完了笔本身，再来看包装。现在产品包装越来越华丽，什么样的

包装才算绿色？《征求意见稿》明确，不使用聚氯乙烯（PVC）材质，不含

铅、镉、汞和六价铬等元素，不使用氢氟氯化碳（HCFCs）作为发泡剂。而

且在产品说明或包装上要注明产品可拆解，并按要求分类废弃。

绿色产品的生产过程应该是健康、环保的。《征求意见稿》明确，一

支绿色的笔，需要采用更环保的原材料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应使用符

合环境标志相关产品标准的油墨，以及无氰电镀工艺和材料。

此外，一支绿色的笔，还应该符合资源节约的原则，圆珠笔的笔芯

应可更换，记号笔、自来水笔所用墨水可以再次填充或更换。为了减少

浪费，储水芯式记号笔墨水残留比不得大于20%。

一句话，每天与我们亲密接触的产品，必须是绿色的。材料安全可

循环、工艺健康环保，这样的笔才称得上是绿色的笔。

摘自《中国环境报》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线上千里监控 线下执法联动

出于对环境质量等方面的担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是我国“邻避效应”较为突出的行业。生态环境部近日印

发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管理规定》），提出自动监测数据可作为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污染物排放超标等违法行为认定和处

罚的依据。

生态环境部执法局副局长隋筱婵说，该规定填补了

自动监测数据直接用于行政处罚的空白，并在全国范围

内率先全面应用，实现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实时

监管，让监管更加透明，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同时促进

垃圾焚烧厂练好“内功”，提高环境管理水平，督促其从

“要我守法”到“我要守法”的转变，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管理规定》已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自动监控有效提升环境执法效能 据《“十三五”全

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到 2020年

底，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

力的 50%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 60%以上。隋筱婵说，

垃圾焚烧发电具有占地小、减量效果明显、余热资源可利

用等特点，是解决垃圾围城的重要手段，已逐步取代传统

填埋成为无害化处理的主流。

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技术装备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技术已与国际接

轨。《管理规定》针对的是全国已投入运行的394家垃圾焚

烧发电企业、1000多个焚烧炉，这些炉子在线监测数据已

全部实现与生态环境部联网。

隋筱婵说，自动监测具有连续在线运行的优势，有益

于扫除环境监管盲区和死角。但以往对排污单位超标排放

行为的结果认定，主要以人工监测为主。《管理规定》创新

性地提出自动监测数据可作为其违法行为的认定和处罚

的依据，并通过自动监控手段，实现线上千里监控、线下执

法联动，有效提升环境执法效能，有力震慑违法排污行为。

5项常规污染物超标5天或被停产 《管理规定》明

确，以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等5
项常规污染物自动监测日均值数据作为考核指标；还加

大处罚力度，明确了 1个月内，5项常规污染物日均值超

标天数累计 5天以上的，在予以处罚的同时，还应责令限

制生产或停产整治。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二噁英问题，生态环境部华南

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海景解释说，目前国际上还没有

实现对二噁英的在线监测，但保持焚烧炉膛内温度大于

850℃，并控制烟气在炉膛内停留2秒以上，是确保二噁英

达标排放的关键。

为督促垃圾焚烧厂减少有害物质排放，并考虑到我

国生活垃圾的实际情况及焚烧状况，《管理规定》采用焚

烧炉炉膛内热电偶测量温度的5分钟均值达到850℃作为

炉膛温度的判定标准，提出了对 1个自然日内炉膛温度 5
分钟均值不达标次数累计超过5次的，予以处罚。

利用大数据分析、飞行检查等杜绝数据造假 近年

来，地方和企业的环境数据造假情况时有发生。海景说，在

《管理规定》制定过程中，已深入研究不同工艺类型垃圾焚

烧厂的运行操作流程和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并对全国垃

圾焚烧厂自动监测数据开展大数据分析。“自动监测数据

是一整套系统性的数据，造假是能被识别出来的。”

隋筱婵也表示，根据《管理规定》，将采取多种手段保

障自动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比如对未按照标记规

则的虚假标记或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的，认定为逃避

监管，并依法处罚；对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

监测设备，涉嫌构成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生态环境部对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行为

一贯是零容忍、严打击，将利用大数据分析、飞行检查等手

段，对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在内的所有安装自动监

测设备的排污单位不定期开展检查。”隋筱婵说。

我国各地垃圾焚烧厂采用的焚烧工艺不尽相同，操

作技术和运行管理水平也参差不齐。隋筱婵说，《管理规

定》通过自动监测手段，实现全天候环境监管，打击超标

排污、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将倒逼行业优胜劣汰，淘汰

个别工艺水平落后、不能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的焚烧厂；并

促使焚烧厂练好“内功”，提高环境管理水平等。针对垃圾

焚烧厂因污染物排放超标等违法行为被依法处罚的，《管

理规定》还明确，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减或暂停拨付

其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资金等。

摘自《科技日报》

中国第 36 次南极考察队队

员 1月 5日首次用大型底栖生物

拖网在宇航员海开展底栖生物调

查，这是中国在宇航员海首次开

展海洋生态系统调查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次海洋生态调查包括海

洋浮游生物、游泳生物、底栖生

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各个类群。

同一天，科考队员在同一海

域还布放了一套时间序列沉积物

捕获器潜标。

自 2019年 12月开始在宇航

员海开展综合科考以来，科考队

员使用采水器、浮游生物垂直网

和多联网、磷虾拖网、中水层鱼类

拖网等，获取不同水层和不同大

小的生物样品，以进一步获取各

类生物的种类组成、时空分布、生

物多样性等数据。同时，科考队员

通过走航全程观察获取鸟类和哺

乳动物的种类、数量和分布资料。

中国第 36 次南极考察队首

席科学家何剑锋表示，长期以来，

宇航员海的食物网和生物多样性

罕为人知。在宇航员海开展海洋

生态调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人

们对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进而更好地认识南极、保护南极、

利用南极。

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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