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艘自主建造 500千伏海底电缆运维船海口作业
2 月 3 日，南方电网公司首艘自主建造的海底电缆综合运维船“南电监查 01”在海口作业，开展巡视、检测和应急工作，为海

底电缆提供全天候“保姆式”保护。该船于 1 月 19 日交付，是中国首艘具备开展 500 千伏海底电缆高速巡航与低速检测的动力定
位船舶，填补了国内海缆运维检测方面的技术空白。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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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领域危废管理需走向精细化
■本报记者 李玲

核心阅读

能源开采、运输及生产中产生的废酸、废碱、重金属、废有机溶剂、废油等均是危废的重
要来源。 从数据上来看，各地许可建设的危废处理能力和当地的危废总产量基本平衡，但实
际处理能力与危废种类存在明显错配，导致缺口较大。 另外还有许多经营不规范的企业，心
存侥幸，违法处置或随意倾倒危废，严重损害行业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关于加
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指出，要加强危险废物（下称
“危废”）鉴别环境管理工作，规范危
废鉴别单位管理。 这是自去年底《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关于
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有关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发布后，生态环
境部针对危废管理出台的又一重要
文件。

相较于普通废物， 危废具有明显
的危险特性和环境影响，能源开采、运
输及生产中产生的废酸、 废碱、 重金
属、废有机溶剂、废油等均是危废的重
要来源。 近几年我国针对危废处置的
管控力度不断加码，但仍存不少问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 近期一系列文件的
出台， 都进一步指向更加精细化和更
具针对性的危废管理举措。

那么， 当前我国能源产业中危废
处置现状如何？ 仍存在哪些问题？

危废产量与日俱增

据了解，危废包括工业危废、医疗
废物以及其他危废， 其中以工业危废
为主， 主要产生自化学工业、 炼油工
业、金属工业等领域。 比如，石油炼制
和天然气开采过程中的各类废矿物
油、 煤炭加工过程中的残渣和废液、
天然气开采除汞净化过程中的含汞
废物等。

对于危废的处置，目前主要有无
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其中，无害
化处置指通过物理、化学方法，减少
或消除危废对环境或人体的危害性，
包括焚烧、填埋等；资源化利用即通
过对有回收利用价值的危废进行处
理后再利用。

近几年我国危废产生量不断增
加。 生态环境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

向社会发布固体废物防治信息的 196
个大、中城市工业危废产生量达 4498.9
万吨，相较于 2015 年 246 个大、中城市
2801.8 万吨的工业危废产生量，几乎翻
了一番。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危废
产生量较大， 特别是工业危废呈现增
长态势。 化工危废总量大、成分复杂，
且主要集中于终端处置领域。 这给相
关危废产生和处置行业也带来了新的
要求和挑战。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副秘书长庞广廉表示。

此外，环保督查、清废行动、全国
污染源普查等一系列环保督察行动也
是危废产量增长的一大驱动力。

“近几年来，我国环保督查趋严，
一些此前游离在监管边缘的危废都
被倒逼出来了， 危废的量也更多地
‘露出水面’。 ”E20 环境平台固废产
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对记者表示，
“这使我国危废市场变得更活跃，加
上资本市场比较看好，近几年我国危
废治理行业发展突飞猛进。 ”

处置能力错配问题突出

在危废产生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核准的危废处置能力也不断提
高 。 生态环境部的公开数据显示 ，
2018 年，全国工业危废经营单位核准
收集和利用处置能力 10212 万吨/
年，同比增长 24.9%。 但值得注意的
是， 实际收集和利用处置量为 2697
万吨，核准产能利用率仅为 26.4%。

“从数据上来看， 各省发放的许
可处理能力和当地总危废产量基本
是平衡的，但实际危废处理能力和危
废产生量存在明显的错配现象，导致
危废处理存在较大缺口。 ”潘功指出，
“比如一个省一年产生 20 万吨危废，
省里也核发了20 万吨的处置能力，但

这 20 万吨处理能力中包括了很多危
废种类，很多情况和产废种类是错配
的，造成处置能力紧张。 很多工业企
业找不到能够处置自己产生危废的
企业。 ”

另一方面，像江苏、山东等处理能
力足的地方，也存在问题。 潘功表示：
“危废的实际处理能力又受多种因素
影响， 比如焚烧需要多种配物一同处
理， 但很多危废企业长期只收到其中
某几种，收不到足够的料，导致没法处
置，产能空置，实际负荷率不高。 ”

谈及危废市场现状， 广东飞南资
源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雁军用 “乱
象丛生” 形容：“随着环保监管日益严
格，各个地方都批了很多牌照，很多资
本也都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但行业内
真正做得好的没几家，大多都是‘小而
散’，很多企业一年只有一两万吨的处
理能力。 另外还有许多经营不规范的
企业，心存侥幸，违法处置或随意倾倒
危废，严重损害行业健康发展。 ”

去年下半年，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两批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典型
案例中，就有企业私刻公章、伪造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 冒充有资质单位收集
处理危险废物、 对危废进行非法处置
等违法行为。

数字化管控是发展方向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 当前我国危
废处置行业缺乏精细化管理。

“随着各项文件的出台，我国危废
行业正进入新阶段， 工业端和处置端
将联系得更加紧密。 ”潘功表示，“以前
都是依赖于第三方做处理， 现在的趋
势是工业端往后走一步， 在厂区内自
行处理，或者处置端往前走一步，进入
厂区直接做服务，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完全脱节。 生态环境部文件指出加强

危废鉴别，随着工业升级，危废行业将
更具针对性，这样许可证的空置、错配
等以前由于鉴别分类不足带来的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行业将发展到一个更好
的阶段。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正探路
利用大数据等数字化管控技术进行
危废管理，江苏、广东等地建立了危
废交易平台，许多互联网企业及工业
信息化企业都切入到了危废领域，通
过危废物流管理、 互联网化等方式，
提升工作效率，且可接入到地方政府
平台， 便于政府掌握整个危废的流
向、加强管控。

“从我们危废处置企业的角度讲，
危废交易平台可以提供信息。 例如，广
东省产废企业超过 1 万家，相关信息大
家不可能及时掌握，但通过交易平台公
开各企业的产废种类、产废量等动态数
据，可实现信息共享，更好地匹配；同时
处置价格也是公开的，这样不会发生处
置单位漫天要价的情况，市场实现了充
分竞争。 ”孙雁军表示。

潘功也指出：“数字化的管控是
更有效的方式， 只要数据上网了，就
可以做到很好的监管。今后危废鉴别
能力跟上后，最终会形成一个良好的
有历史依据的、更精准的数字化台账
管理系统，这也是解决危废处置能力
错配的一种方式， 待未来成熟之后，
监管将更加行之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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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报告》，浙江此
举却被视为购买了“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证书”。

“5·31 政策”即 2018 年 5 月 31 日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
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该
政策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提出了明确
的补贴退坡要求：自发文之日起，新投运
的、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电量度电补贴标准
降低 0.05 元；采用“全额上网”模式的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所在资源区光伏电
站价格执行。

“当时浙江省出台了一个政策，对
2018 年的光伏项目实施一次性资金补
贴。 省财政把资金拨付给电网公司，由
电网公司操作，最终将这次补贴行为做
成了购买绿证， 相当于购买了自己省内
没有放出去挂牌的绿证。 但其实，这些电
量都是分布式光伏项目发的电。 ”

知情人口中的省内“政策”，指的是
2018 年 9 月浙江省六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浙江省 2018 年支持光伏发电应用
有关事项的通知》。 其中规定 2018 年 6
月 1 日-12 月 31 日并网的家庭屋顶光
伏，对 2018 年的发电量，“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 ” 模式的按照 0.32 元/千瓦时
（含税）补贴；“全额上网”模式按照 0.7
元/千瓦时（含税）标杆上网电价标准执
行。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备案，2018 年 6
月 1 日-7 月 31 日并网的工商业屋顶光
伏，按 0.1 元/千瓦时标准给予 2018 年发
电量补贴。

“户用光伏背后是普通老百姓， 工商
业屋顶项目有些在‘5·31 政策’发布时已
经开工， 如果突然补贴政策发生变化，很
多企业要血本无归的。浙江省的光伏总装
机里有大约 2/3 都是分布式项目，所以浙
江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 ”

至此，据上述知情人透露，为购买这
200 万个所谓的“绿证”，浙江省财政总支
出约 1.5 亿元。

再无其他省份效仿

既然是浙江省自行补贴省内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的政策，为何最终要以“认
购绿证”的形式呈现？

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8
年， 浙江省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为 827 亿千瓦时， 其中包含购买可再生
能源绿色电力证书 20 亿千瓦时。浙江省
实际可再生能源消纳量占本省全社会用
电量的比重为 17.8%，同比下降 1.5 个百
分点。

“补贴就是单纯的补贴，但认购绿证
是可以折算成消纳量的， 相当于省内多
消纳了可再生能源电力。对各省来说，同
样是出钱， 这可比单纯意义上的补贴要
好听得多。 ”上述知情人透露，当时也有
一些省份去浙江“取经”。 “那时有一种说
法是只要各省拿出钱来去补贴， 就算是
购买了绿证，国家就认这个账。但毕竟是
要真金白银地掏钱， 最后也没有其他省
份效仿。 ”

“3 万个也好，200 万个也好，最大最
小都没什么意义。规模最大又能怎么样？
几年了就这一笔，碰巧罢了。 ”有行业专
家直言，“其实，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可再
生能源重视程度的提高， 国内市场一直
对绿证是有需求的， 但是以现在的思路
发展，指望绿证去替代补贴，是不可能有
出路的。 ”

绿证交易
记的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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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光伏新增装机与
全年消纳空间基本持平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据国家能
源局 2021 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消息，
2020 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4820 万
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 3268 万千瓦、
分布式光伏 1552 万千瓦。

根据去年 5 月国家电网、 南方电
网和内蒙古电力公司发布的数据 ，
2020 年，国家电网经营区、南方电网经
营区和蒙西地区光伏发电的新增消纳
空间分别为 3905 万千瓦 、740 万千瓦
和 200 万千瓦，合计 4845 万千瓦 。 换
言之，2020 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与消纳空间基本持平， 消纳空间略高
于新增装机容量。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
国光伏发电量 2605 亿千瓦时，全国弃光
电量 52.6 亿千瓦时， 全国平均弃光率
2%。 其中，前三季度，全国光伏发电量
2005 亿千瓦时， 全国弃光电量约 34.3
亿千瓦时， 平均弃光率 1.7%。 据此测
算，第四季度，全国光伏发电量 600 亿
千瓦时，全国弃光电量 18.3 亿千瓦时，
弃光率 3.05%，较前三季度平均水平高
出 1.3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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