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留言：

超九成网友认为洋垃圾禁令
有助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截至 4月 16日 10时

第一季度
全国 1272.2 万人次受灾

近日，2018 年一季度全国自然灾害情况发布，一
季度，我国自然灾害以风雹、低温冷冻和雪灾为主，地
震、干旱、洪涝、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和森林火灾等
灾害也有不同程度发生。 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272.2 万人次受灾。

点评：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 ，需要建立起
常态化的社会组织属地救灾机制。

境外非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已达 354 个

据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的数据，截
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有 354 个境外非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在境内依法登记，临时活动备案 637 项。 在已
登记的 354 个代表机构中，注册地数量排名前 5 位的
为北京、上海、云南、广东和辽宁，5 地共占注册地总数
的 74.58%。

点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的登记 、活动管理
已经走入了规范化运作的良性轨道 ， 对国内社会组
织的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江苏基层慈善组织
总数已达 13450 家

据《新华日报》消息，江苏省基层慈善组织总数已
达 13450 家。 其中，全省村居慈善工作站为 12250 个，
覆盖 65%的城乡社区;乡镇级慈善分会为 1200 家。 今
后三年，江苏省每年将投入至少 100 万元用于扶持基
层慈善组织建设。

点评：只有基层慈善组织真正发展起来，慈善事
业才会有坚实的根基，人人慈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

捕杀 37 只野生鸟被起诉
男子顾某为饱口欲，竟在崇明一小树林张网猎捕

了白眉鸫等 37 只野生鸟类。 4 月 13 日上午，上海铁路
运输检察院召开发布会宣布，该院已对顾某依法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据悉，这是上海首例提起公
诉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点评：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 ，使违
法者“不敢捕、不愿捕”，让生态保护工作得到法律的
保障。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4月 10日 空军官兵 1500万元 革命老区教育事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2018年 4月 13日 李光文 1000万元 人才建设 武汉大学

2018年 4月 13日 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100万元 扶贫、志愿服务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2018 年 4 月 9 日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制表：王勇）

■ 见习记者 张龙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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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由江苏省盲人协会、扬州市星火志愿者
协会等联合举办以“用星点亮心灯 感触扬州美景”为
主题的 2018 全国盲友“烟花三月下扬州”大型助残公
益活动，让来自全国及当地 60 名盲友走出家门相聚一
堂，在助残志愿者的帮助下，盲友们通过听、触、嗅等特
殊方式， 亲身体验这座“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
映”的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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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有关我国禁止洋垃圾
后， 多国垃圾堆积成山的话题引
发广泛关注。

洋垃圾，指进口固体废物，有
时又特指以走私、 夹带等方式进
口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或未
经许可擅自进口属于限制进口的
固体废物。

以往集贸市场销售的非法入
境的旧服装是典型的洋垃圾。 旧
服装的来源广泛， 但主要出自国
外的垃圾场、 太平间和废品处理
厂，服装上沾满大量细菌，如结核
杆菌、鼠疫、霍乱等。 长期接触这
些衣服， 可能使人感染皮肤病或
者其他疾病， 有些病菌还存在引
发大面积疫情的严重危害， 危及
人类健康。 在市场上偷偷销售的
旧服装虽经洗涤熨烫加工， 但仍
是传染疾病的污染源。

之后随着网络购物的兴盛，
一些不法商家为获取暴利， 竟打
起了网上销售洋垃圾服装的主
意。 他们以低廉的价格从国外收
购当垃圾处理的旧服装，分拣、翻
新后以几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不等的价格单件出售， 其中不乏
高端品牌的旧衣服， 它们在翻新
后常被当作因有小瑕疵而低价处
理的正品外贸货挂在网上销售。

废旧电子产品也是洋垃圾的
一种常见类型。 从广东龙塘镇定

安村焚烧"洋垃圾"事件，到重庆
市"涉嫌走私电子洋垃圾"，令人深
恶痛绝的电子"洋垃圾"经权威部
门鉴定， 都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
物质，其中一台电脑显示器，仅铅
含量平均就达 1 公斤多， 均属中
国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

洋垃圾不仅危害个人，还曾严
重困扰我国的公益事业。 据报道，
2005 年，美国慈善组织 AGAPE 基
金会曾以捐赠医疗物资的名义向
我国输入医疗洋垃圾。而在此事之
前，类似的“洋垃圾捐赠”事件在我
国已发生多次，捐赠方一般以人道
主义组织和基金会为主，有些捐赠
物中会夹杂洋垃圾。

洋垃圾的危害如此之大，为
何之前屡禁不止呢？ 究其原因，主
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
人在卖”。从国外看，发达国家为了
避免高昂的处理费用及环境污染，
迫切希望把“洋垃圾”“卖”到发展
中国家以转嫁危机。 从国内看，少
数人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购入“洋
垃圾” 以期获得转卖后的高额利
润。 另一方面在于“有人在卖”。 以
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不强，“物美
价廉”的“洋垃圾”存在一定的“市
场”， 同时由于对洋垃圾的危害程
度认识不足， 加之市场监管不到
位，为“洋垃圾”的“入侵”提供了
“温床”。

去年 7月 18日，我国正式向世
界宣布将不再接收外来垃圾， 包括
废弃塑料、废纸、废弃炉渣、废弃纺
织品、废弃矿渣等 24种进口固体废
弃物。 禁令于 2017年年底生效。

目前洋垃圾禁令效果初显，
引发国际关注。 对此，《公益时报》
联合凤凰网和问卷网推出本期益
调查———中国对洋垃圾“亮剑”，
你怎么看？

本次调查自 4 月 12 日开始，
截至 4 月 16 日 10 时， 共有 1019
名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洋垃圾的危害引起了广泛重视。
83.02%的网友表示洋垃圾里含有
大量有害物，危害健康和环境。

关于鉴别洋垃圾的方法，不同的
受访者给出了不同的建议。 38.96%
的网友选择通过辨别洋垃圾的异味
或者批发商为掩盖异味而喷上去的
香味的方法来鉴别洋垃圾，28.26%
的网友通过查看物品新旧程度来鉴
别洋垃圾，25.42%的网友认为查看物
品的成色可以鉴别洋垃圾。

对于洋垃圾禁令的效果 ，
98.43%的网友认可其积极作用，认
为能够改善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和
生活环境；71.84%的网友认为能够
倒逼西方进行环保改革， 引发全
球环保热；26.59%的网友则担心洋
垃圾可能会销往其他发展中国
家。

竹林清风 184：
中国没有为其它国
家处理垃圾的义务。

喻与 123：现在
是国内的自身的这
些废弃物都开始消
化不了了！

黔心匠意：洋垃
圾产业链养活多少
人， 垃圾包括很多，
分类高附加值可以
利用也是一门生意。

jaunebleu： 好
奇发达国家的垃圾
将流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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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洋垃圾”的危害，你如何看待？
A、洋垃圾里含有大量有害物，危害健康和

环境 83.02%
� � B、没啥大不了的，便宜且能用就行 11.87%
� � C、从没接触过洋垃圾，不关心 5.10%

� � 2、你会通过以下哪种方法鉴别洋垃圾？
A、查看物品的成色 25.42%

� � B、查看物品新旧程度 28.26%
� � C、辨别洋垃圾的异味或者批发商为掩盖异
味而喷上去的香味 38.96%
� � D、洋垃圾通常同款只有一件 7.36%

� � 3、你认为我国出台洋垃圾禁令后会有什么
影响呢？

A、 改善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同
时能倒逼西方环保改革 71.84%
� � B、 改善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但
洋 垃 圾 可 能 会 销 往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26.59%
� � C、其他 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