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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环保 NGO 再发
纺织品污染调研报告
22家品牌消极应对供应链违规超标问题 � � 10 月 12 日， 第十二次北

京市民政会议召开。 记者从新
闻通气会上了解到， 北京将继
续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
革，实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推
动业务主管单位向业务指导单
位转型， 明确业务指导单位的
业务指导、行业管理的职责。

下一步， 北京将强化社会
组织的监督管理， 创新社会组
织的监管模式，形成法律监督、
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
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 完善
社会组织的内部制度， 要求定
期公布活动和财务状况。 对于
慈善组织接受捐赠的款物，要
建立追踪、反馈、公示的制度。

“北京目前有 7000 多家社
会组织，但和上海、广州等城市
相比， 数量和质量上仍有一些
差距。”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接下来北京将会制定
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意见，进
一步提升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者
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同时将加

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加大对
社会组织资金、政策、人员、场
地等方面的扶持力度， 在实现
社会组织数量快速增长的同
时， 重点培育一批服务社会能
力强、 公信度高的公益品牌和
骨干社会组织。 未来还将面向
全国、 面向世界吸纳与首都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国际性社会组
织入驻， 引导其为首都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

据了解， 北京将会结合政
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
逐步将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行业
管理、社会事务管理服务、技术
服务等职能， 交由社会组织来
承担。 建立政府资金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的长效机制， 重点购
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就业援
助、扶贫救助、社区服务、养老
助残等社会公益服务。同时，还
将建立市、区（县）两级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 制定社会组织人
才建设指导意见， 促进从业人
员职业化、专业化。

（张雪弢）

北京将继续推进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10月 10日下午， 深圳市政
府五届六十七次常务会议召开，
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深圳市人民
政府 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市级审批事项调整目录》等。

为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提
高政府行政效率，深圳市对市级
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全面彻底
清理，制定了调整目录。 经过本
次调整，市级行政审批事项将减
少 120多项，减幅超过三成。

本次市级审批事项调整突
出了投资、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
可审批等重点领域， 加大了取
消、转移和下放力度，对市场机
制能够有效调节、事后监管和间

接管理方式能够达到效果的，不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并被实
践证明无效的审批事项，一律纳
入清理取消范围；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的协同治理作用，可由社会
组织自律管理的，有序向有条件
有资质的社会组织转移，政府有
关部门制定规范、标准切实加强
日常管理；按照重心下沉、服务
便民的原则， 将发生量较大、频
次高、 区政府有能力有意愿承
接， 下放后有利于缩短审批时
限、方便办事、提高效率和降低
成本的事项，依法下放或委托区
政府实施。

（据《深圳特区报》）

深圳市级行政审批事项
减幅超三成

� � 10 月 8 日，自然之友、公众
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友科
技、南京绿石 5 家环保组织共同
发布了《为时尚清污———绿色选
择纺织品牌供应链污染》Ⅱ调研
报告。

一份调查显示， 在印纺纱、
面料生产、印染和成衣加工这四
个主要过程中，印染环节水资源
消耗占 85％，能源消耗占 80％，化
学品消耗占 65％。 相比于纺织品
生产的其他环节，印染整理环节
污染最重，存在着严重的环境管
理盲点。

继 IT业调查之后，由自然之
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 41 家环
保 NGO 倡议发起的绿色选择联
盟，将视角投向了纺织行业。

今年 4 月 9 日，联盟发布Ⅰ
期调研报告，10 月， Ⅱ期报告对
Ⅰ期中被曝光的大型纺织品牌
和服装零售商在华供应链管理
情况做出反馈。

Ⅱ 期 报 告 显 示 ，H＆M、
NIKE、溢达、李维斯、阿迪达斯、
沃尔玛、 巴宝莉、GAP 等一批品
牌做出了积极跟进，并通过其定
期检索机制，主动识别供应链上
的污染记录，推动 200 余家纺织
和皮革供应商企业对违规问题
和后续整改情况做出了公开说
明。 其中阿迪达斯、NIKE、 李维
斯、H＆M 已经开始将管理向染
整供应商延伸。

但是，面对环保组织对其供
应链违规超标问题提出的具体
质疑，玛莎百货、迪士尼、J.C.Pen－
ny、Polo Ralph Lauren 和 Tommy
Hilfiger等 22 家品牌却做出了另
一种选择， 它们或者消极回复，
或者不予回复。

为何不做回应

在历时一年多的调研中，民
间环保组织发现，大型品牌的供
应链环境管理，还停留在一级供
应商，也就是成衣工厂，而对污
染最重的材料供应商的环境表
现，则了解有限，有些甚至不清
楚这些供应商是谁。

庆茂公司每天在生产过程
中排出大量废气和污水，对周围
居民身体健康造成了影响。 在居
民四处反映却无法彻底改变现
状的情况下，消费者已经有追溯
供应链的意识了。

网友“绍兴师爷祖师”曾向
品牌企业写过信，要求其减少污
染供应商的订单，然而最后都没
有了下文。

“高高的围墙拦住一切，我
们只能在外围调查。 ”对疑似供
应商浙江庆茂进行前期调查的
温州“绿眼睛”总干事郑元英无
奈地说。

在民间环保组织对大型纺
织品牌和服装零售商在华供应
商存在污染问题进行声讨的同

时， 也有声音为这些企业叫屈。
有人认为，纺织污染废水排放是
一个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在
缺乏解决方案的前提下将这个
问题抛给公众，将直接扼杀掉一
些本来就利润微薄的纺织企业。

马军表示， 打击中国的纺织
企业肯定不是他们的初衷。 他们
认为， 中国纺织污染问题不缺资
金和技术，缺的是动力。他们希望
这个活动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纺织
业解决污染问题的强大动力。

谁来推动

在与一些企业接触的过程
中，马军了解到，这些企业的案头
都是有节水和降低能耗的解决方
案的， 有一些品牌企业自己买了
专利技术，用水非常少，甚至接近
于零用水，只是储存起来，等价格
合理的时候他们再使用。

价格到底差多少，才开始使
用这些技术？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
思的问题，一些大型的企业曾私
下和马军聊过， 如果要投入使
用， 成本会远远高于周边的企
业， 最后就会在市场上失败，因
为订单会被转移到邻居那里。

在中国，环保问题解决起来
是非常复杂的，很难靠一方的努
力就能够解决。 环保部门一直以

来受制于地方政府，受制于经济
发展的压力，有时候想作为也是
有相当困难的。 这些污染大户也
常常是利税大户，很多是很难去
动的， 动了之后会有一些后果。
“很多污染问题，不是资金、技术
的问题， 更多时候是缺乏动力。
这块恰恰是我们作为 NGO 组织
必须去撞的，应该给他们创造出
一种动力。 ”

目前，一些走在前面的纺织
品牌， 正在形成自己的联盟，这
种所谓的可持续纺织联盟就是
数十家品牌企业走到一起去，对
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提出一些他
们的标准，对审核提出一定的要
求。 但是这些标准大多针对产品
本身，而不针对供应链前端的环
保问题。“如果前端的生产过程
废水、废气滚滚排放，在后端面
对消费者说自己是零废弃、碳中
和， 这种说法可以说是误导性
的。 ”马军说。

“有如此好的品牌、好的设
计和独创的精神，但是它的供应
链是全毒的，这是消费者所不能
接受的”， 环友科技的负责人李
力说，我对于苹果、对于玛莎，实
际上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打”它
们，并不是说要打垮它们，是想
让它们真的“绿”起来。

（据《中国环境报》）

� � 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获
悉，今后，济南市中小学配餐将
实行备案、审核制度，中小学校
不得擅自随意变更供餐单位。

济南市教育局日前出台
多项举措，进一步加强对中小
学校配餐的管理。 根据规定，
学校与供餐单位签订配餐协
议，明确包含对食品卫生安全
的要求。 确定、变更供餐单位
须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审查，中小学校不得擅自随意
变更供餐单位。 同时，济南市
教育局要求各学校严格审核
供餐企业的资质、供餐能力及
服务质量。 建立公开、公正、透

明、规范的招标程序，要吸收
部分学生家长代表参与招投
标过程，以加强对选定供餐企
业过程和程序的监督。

在配餐收费方面， 济南市
将严格执行禁止中小学乱收费
的相关规定。此外，济南市教育
局还要求，各县（市）区教育局
要加强对辖区内为学生配餐的
中小学校的管理， 建立登记和
备案审查制度， 确保供餐单位
的资质和食品安全。 要及时向
当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反馈相
关信息， 共同配合加强对供餐
单位的监管， 确保师生的就餐
安全。 （据新华网）

济南中小学配餐实行备案审核制
不得擅自改餐单

� � 中国纺织业每年 25 亿吨
的废水和其他污染物排放 ，成
为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4 月 9
日，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达尔问 、环友科技 、南京绿
石等 5 家环保组织联合腾讯绿
色频道在京共同发布了 《为时
尚清污———绿色选择纺织品牌
供应链污染 》 调研报告 ，6000
多家入污染名录的企业中 ，不
乏国际、国内品牌供应商。其中
46 家被环保组织发信提醒的
知名企业中，诸如耐克、阿迪达
斯等多数表态将加强对供应商
的监管 ， 但仍有 32 家未作回
复。 5 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出倡
议， 建议消费者关注企业的环

境表现， 以绿色消费拉动绿色
生产，为时尚产品“清毒”。

据悉， 中国纺织业的纤维
加工量约占全球 50%， 纺织品
服装出口额占全球 34%。然而，
纺织业每年产生的近 25 亿吨
废水和其他污染物， 却污染了
中国的河流 、湖泊 、海洋 ，甚至
土壤和地下水。调研发现，中国
的纺织业排污量大， 用水效率
低下。 其中印染废水的排放量
占整个纺织业废水排放总量的
80%，成分复杂，可能含有多种
有害物质。同时，纺织业在循环
用水方面远远落后于多数其他
产业，用水效率极低。

(据《南方都市报》)

6000余纺织企业入水污染地图

纺织工业各类废水排放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