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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拒绝成为垃圾场

近来，拒绝“洋垃圾”的呼声在东南
亚国家持续高涨。

印尼《雅加达时报》7月 9日报道称，印
尼海关在该国港口再度查获大量来自澳大
利亚的有害垃圾，并将把这些垃圾“送回老
家”。而在此前一周，印尼政府刚刚宣布，将
把49个装满“洋垃圾”的集装箱退回包括法
国在内的多个发达国家。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英
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
达国家每年都向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等亚洲多个发展中国家出口数量惊人的

“洋垃圾”。而自去年起，东南亚国家面临
的“洋垃圾包袱”愈加沉重。

2018 年 1 月，中国正式实施“洋垃
圾”禁令，全面禁止进口 4类 24种固体废
物。此后，欧美国家的垃圾回收商将目光
转向其他亚洲市场，尤其是泰国、马来西
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以德国为例，根据德媒提供的数据，
2017 年，该国向印尼出口的塑料垃圾为
600吨，而在 2018年前 10个月，这一数字
增加到4.95万吨。另有数据显示，2018年
前 6 个月，出口到马来西亚的垃圾从 2016
年的16.85万吨上升到45.6万吨。

日益剧增的“洋垃圾”给东南亚国家的
生态环境、民众健康带来严重危害。重压
之下，各国相继出台禁止垃圾进口的限制
措施和相关法律，对“洋垃圾”说“不”。

6 月，菲律宾不惜以打“外交战”为
代价，坚持将69个装有违规进口垃圾的集
装箱送回加拿大。5 月，马来西亚也宣布
将把 450 吨进口垃圾送回澳大利亚、加拿

大、日本、美国等地。
此外，从去年起，部分东南亚国家陆

续立法，给“洋垃圾”套上法律枷锁。泰
国政府宣布 2021 年前将禁止进口塑料废
物。越南政府也表示，停止发放新的垃圾
进口许可，“国家不能成为垃圾场”。

“目前，印尼、菲律宾等国都对进口
‘洋垃圾’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主要包
括强化海关监管和检查，并在国内进一步
加强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中国社科
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禁令倒逼产业链更新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
济、技术和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的发展差
距，发达国家的废物生产者为尽可能降低
废物的处置成本，选择不负责任的出口方
式，但在环境执法和技术方面又无法在发
展中国家实现对废物贸易的有效监管，从
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垃圾
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巴
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综合室主任谭全银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是中国以
及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洋垃圾”问题的
主要原因。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发达国家的人
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16%，却制造了全球
34%的垃圾。将固体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
家进行处理、回收、再利用，许多发达国
家惯用的这种“洁身自好”之举，虽能带
来一定经济效益，却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了
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

水源污染、庄稼枯萎、民众患病……
“德国之声”日前在关注马来西亚吉隆坡

一座小镇因垃圾处理而环境受损后指出，
这些“洋垃圾”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巨大
的环境和社会危害。

“处理‘洋垃圾’，除了焚烧、掩埋之外，
还需要分拣和一些技术性手段，东南亚国
家短期内还不具备处理大量‘洋垃圾’的能
力。此外，部分东南亚国家生态环境较为脆
弱，本就面临海洋垃圾、污水等挑战，‘洋垃
圾’的大量涌入将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致
命伤害，甚至毁灭性影响，对这些国家的发
展极为不利。”许利平说。

如今，随着“洋垃圾”带来的多重危
害日益凸显以及东南亚国家整体环保意识
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对“洋垃
圾”“零容忍”。中国去年发布的“洋垃
圾”禁令更让面临相似苦恼的发展中国家
有了效仿的榜样。

据新加坡 《海峡时报》 报道，6 月 20
日，在第34届东盟峰会举行之前，一群抗
议者出现在泰国曼谷的一座政府大楼前，
呼吁东盟国家禁止“从世界任何地方”向
该地区出口废物。

对此，英国回收协会负责人认为，中
国的“洋垃圾”禁令是一件好事，既可以
倒逼更多资金投入垃圾处理技术的研发，
也可以倒逼从商品制造到垃圾处理的整个
产业链进行更新。

“自己的垃圾应自己解决”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50年，人类制
造的固体垃圾将上升到 34 亿吨。随着越来
越多东南亚国家拒绝“接盘”，发达国家又
将如何安置它们的垃圾？

有分析称，也许非洲将成为发达国家
的下一个目标。然而，寻找“下家”只是

不负责任的应急之举。发达国家真正该思
考的，不是如何将垃圾压力转嫁他国，而
是如何从源头根治问题。

彭博社称，解决办法可能在于新科技和
社会行为的改变，从而减少甚至消除对垃圾
填埋场和焚化炉的需求。而对发达国家来
说，尤为迫切的是应学会自己处理垃圾。

5 月 10 日，在瑞士日内瓦，包括中国在
内的186个国家共同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再
允许发达国家将其塑料垃圾随便丢给发展
中国家处理。有日媒称，这对国际间的垃圾
进出口施加了更进一步的严格限制。

“‘洋垃圾’问题由来已久，既是一
个发展中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治理的问
题，牵涉多国，需要从全球层面提高认
识 ， 并 出 台 相 关 国 际 法 ， 展 开 综 合 治
理。”许利平指出，相关国家，特别是发
达国家，作为大部分“洋垃圾”的主要生
产国，理应承担责任，在本土处理垃圾，
而非将其倾销到发展中国家，推卸责任。

“此外，发展中国家也应强化本国相关立
法与执法，进一步堵住‘洋垃圾’进口的
渠道。”

谭全银也认为，解决“洋垃圾”问题
需要标本兼治的综合方案。一方面，发达
国家应采用更负责任的垃圾处置方式，加
强国内设施能力建设，将废物在国内实现
环境无害化管理，同时加强执法，防止废
物的非法出口；另一方面，各国应共同努
力，在倡导和实践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提
升清洁生产技术水平的同时，加强协作，
切实承担各自产生的废物的无害化管理责
任，并推动将废物全生命周期责任制纳入
国际法框架中，履行相关义务，各司其
职，各尽其责。

上图：马来西亚敦促发达国家停止输
出垃圾废品。 张纹综摄 （新华社发）

继中国之后，东南亚国家陆续拒收“洋垃圾”

发展中国家不是富国“垃圾场”
本报记者 严 瑜

环 球 热 点

5月，马来西亚巴生港，一个装运垃圾的集装箱散
发着恶臭。马来西亚环境部长杨美盈说，她将把这些
生蛆的垃圾送回……

近日，彭博社记者将这一幕写进新闻报道，称
杨美盈的话代表了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蔓延的一种担
忧。来自欧美国家的大量垃圾正让东南亚国家备感
重压，并逐渐失去耐心。如外媒所言，对出口垃圾
的发达国家来说，一个信息应当是明确的：自己的
垃圾该自己处理。

近日，“油轮风波”不断发酵，英伊关系蒙上阴影。7
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在和伊朗外长扎里夫的
通话中表示，如果伊朗能保证“格蕾丝一号”油轮不会驶
往叙利亚，英国将协助释放该油轮。在美伊局势的关键时
期，英国扣押油轮事件引发持续关注。

英扣油轮引抗议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方面13日再次呼吁英国释放该油
轮，并否认油轮当时正在向叙利亚输送石油。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 7月 9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
罕默德·巴盖里表示，针对英国在直布罗陀附近扣押伊朗油
轮一事，伊朗军方不会“无动于衷”。

英国11日表示，3艘伊朗船只企图阻挠英国的一艘油轮穿
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在英国海军派出军舰与伊朗方面对峙
后，对方后退。伊朗则否认本国船只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报道称，在英国扣留伊朗油轮且英方声称伊朗船只干
扰英国油轮穿过海峡后，伊朗和西方的紧张关系还在加剧。

本月4日，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当局在英国海军协助
下，扣押运输伊朗原油的“格蕾丝一号”油轮，称这艘油
轮违反欧盟制裁法令，向叙利亚运送原油。这是欧洲方面
首次扣押涉嫌违反欧盟对叙制裁的油轮。

事件发生后，伊朗召见英国大使提出正式抗议，敦促
英方立即释放被扣油轮，伊朗多名高级官员也谴责英国的
扣押行径形同“强盗行为”。

制裁还是站队？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称，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与伊朗外长
扎里夫13日进行了通话。亨特表示，若伊朗方面保证油轮
目的地不是叙利亚，英国愿释放油轮。扎里夫表示，伊朗
有权对任何国家继续出口石油。伊朗政府方面已经多次否
认油轮前往目的地是叙利亚。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指责英国在按照美国的吩咐行
事。在油轮被扣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曾经
表示，“此举表明英国遵循美国对伊朗的敌对政策，这对于
伊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英国外交部回应称这是“无稽之
谈”，声称扣押伊朗油轮是执行欧盟的制裁叙利亚机制。

西班牙政府表示，此次扣押是美国向英国提出的请
求。但是，英属直布罗陀政府否认了这一说法，称直布罗
陀此举是独立行为，“并非奉他国命令行事”。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英国扣押伊朗油轮，在法理上并不是基于美国
的石油禁售、禁买制裁，而是根据欧盟对叙利亚的制裁，
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如果伊朗保证油轮不驶往叙
利亚，英国扣押油轮的法理依据就不存在了。”

欧盟对叙利亚的制裁自 2011年起生效。报道称，欧盟
冻结了约 70 个叙利亚实体的资产，对叙利亚石油实施禁
运、限制投资并冻结叙利亚央行在欧盟境内的资产。

伊核协议命运如何？

据英国 《卫报》 网站11日报道称，由于担心英国商船
受到伊朗炮艇袭击，航行在海湾地区的英国船只已经进入
最高警戒状态。

据法新社11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将领当天说，美国
及其盟友正在讨论向途经海湾的油轮提供海军护航的计划。

殷罡认为，英伊“油轮风波”会给海湾地区的紧张局
势带来一定压力，但各方比较克制，无意升级冲突，英伊
关系不太可能大幅恶化。

近日，英国作出积极表态，一边表示愿有条件释放伊
朗油轮，一边为美伊紧张局势降温。据路透社 14 日报道，
英法德三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称，面对伊核协议可能破裂
的风险，三国呼吁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制止紧张局
势升级，恢复对话”。

据俄罗斯塔斯社 14 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
示，欧洲国家发表声明是不够的，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保
护伊核协议中的伊方利益。

伊核协议命悬一线，欧洲国家能否调停矛盾、拯救协
议？殷罡认为希望渺茫。“英法德三国在如何处理伊朗危机
的问题上与美国态度不一致，他们希望尽快结束制裁，以
保持与伊朗的贸易关系。这种呼吁实质是在拆美国的台，
美国不会买账。”

伊朗日前释放信号，愿意有条件与美国重启谈判。“伊
朗如果想要突破目前的封锁状态，同欧洲保持接触是必要
的，但不起关键作用。”殷罡表示，若要寻求突破，关键取
决于美国和伊朗间的博弈。

“油轮风波”为伊核问题添戏码
李笑然

水墨艺术展在波黑揭幕

“水墨情怀——中国国
家画院水墨艺术展”7月15
日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国家
艺术馆揭幕，60 幅山水花
鸟及人物画作品吸引了萨拉
热窝各界人士前来观看。

图为 15日，人们在观
看中国水墨作品。

内迪姆·格拉博维察摄
（新华社发）

2000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共同发
布的全球免疫覆盖评估报告显示，去年全球有近
2000万儿童未能接种麻疹、白喉和破伤风等疫苗，
占全球儿童总数的1/10以上。

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麻疹以及白喉、破
伤风和百日咳 （百白破） 疫苗的覆盖率始终停留在
86%左右。虽然这一数字本身并不算低，但距离避免
疫情爆发所需的95%接种覆盖率仍有一定距离。

根据报告中的数据，2018年，全球共报告近35万
例麻疹病例，是2017年的两倍多。全球许多地区出现
严重的麻疹流行，一些总体免疫率较高的国家也未能
幸免。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它们正
同合作伙伴一道，支持各国加强国家免疫系统，提升
应对疾病爆发的能力，切实开展常规免疫工作和应急
免疫活动，同时对医务工作者进行培训，将免疫接种
纳入高质量的初级医疗保健服务。

8.2亿人

联合国15日在纽约总部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
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挨饿人数逐年
增多，截至2018年全球面临食物不足困境的人数达
8.216亿。

当天发布的2019年年度报告说，全球挨饿人数
占总人口的比重在过去几十年持续下降，2015年以
来基本保持在略低于11%的水平。但从绝对人数来
看，2018年全球挨饿人数达8.216亿，这一数字在
2017年、2016年和 2015年分别为 8.117亿、7.965
亿和7.854亿。

报告还关注了全球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报告
说，肥胖每年导致约400万人死亡，并且每个年龄段
人群都面临肥胖问题。其中，学龄段人群成为肥胖
高发群体，原因主要是水果和蔬菜摄入量不够、吃
快餐喝碳酸饮料，并缺乏体育锻炼。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由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布。

2架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15日说，多国联军
当晚击落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西南部地区的两架
无人机。

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通过沙特通讯社发表声
明说，这两架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都是沙特西南部阿西
尔省海米斯穆谢特市的平民和民用场所。被击落的无
人机碎片掉落在住宅区，造成一栋住宅楼和几辆汽车
轻微受损，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图尔基说，多国联军将继续严格按照国际人道
主义法对胡塞武装的“恐怖主义”活动予以打击。

2014年 9月，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
占领也门南部地区，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
2015 年 3 月，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

“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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