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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攀颜之宏 詹奕嘉
6月13日凌晨，广东汕头海关开展缉

查行动，一举打掉了5个固体废物走私入
境团伙。据初步查证，自 2014年 10月份
以来，梁某、郑某等揽货通关团伙冒用他
人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为汕头市龙湖
区某塑胶厂等多个境内货主伪报走私进
口废塑料、废五金等固体废物，涉案货物
约8.5万吨，案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

今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禁
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近期，我国多地海关
查获多起“洋垃圾”走私进口大案。记者
在多地采访发现，“洋垃圾”治理依然面
临复杂严峻形势。

高压打击屡查“洋垃圾”案
固体废物走私危害大、处置难，一直是

全国海关打击的重点。据黄埔海关沙田办
物流监控科科长林海介绍，来自境外的固
体废物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废五金、废塑料
等可循环利用的再生资源，进口实行许可
证管理；二是废矿渣、旧服装、建筑垃圾等
不能作为资源使用、或虽可用作原料但不
符合环保标准的固废，俗称“洋垃圾”。

据海关总署通报，仅今年 3 月 17 日

开展的整治固体废物走私联合行动第二
战役中，全国 12个直属海关就破获涉嫌
走私犯罪团伙 17个，初步查证涉嫌走私
进境固体废物2.8万吨。

很多“洋垃圾”会被不法分子分销给不
具有加工资质的小作坊处理，导致不少地
方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此外，“洋垃
圾”还会给广大消费者造成人身安全威胁。

今年3月3日，汕头海关和陆丰公安、
边防、打私、工商等部门在碣石镇捣毁一
个走私进口旧服装储存窝点，多达96吨的
进口旧服装被锈迹斑斑的铁丝捆绑成堆，
包装袋上的英文字母还清晰可见。据汕
头海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旧衣服
不仅来源不明，且未经检疫、消毒，一旦流
入市场不但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会给消
费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在汕头海关6月13日查获的8.5万吨
固废案中，不法分子前期经营显示，通过
非法手段进来的固体废物经过简单加工
处理，成为拖鞋、凳子、玩具、餐盒、餐具、
吸管等生活用品，潜藏卫生安全风险。

有的倒卖批文牟利150万元，有的卖
服装“洋垃圾”一年赚十几万元

“洋垃圾”暴利惊人。记者此前在陆
丰市碣石镇采访时了解到，非法“洋垃

圾”旧服装交易中质量好的按件批发，差
的就“论斤称”，1公斤服装几十元、1件衣
服几块钱，到了门店开价十几块钱，相当
于一转手价格就翻几番，有的门店一年
可赚十几万元。

“洋垃圾”屡禁不止的背后，是非法倒卖
和转让固废进口许可证的“黑色利益链”，倒
卖“指标”成为一桩利益惊人的生意。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在东南某地查
处的一宗“洋垃圾”倒卖案中，查办人员发
现，从2015年开始，两家企业分别以每吨
约80元的价格，向另一家拥有许可资质的
化工企业购买了约1.8万吨的进口废塑料
批文指标，非法转让方牟利近150万元。

今年3月立案侦查的一起固体废物走
私案中，犯罪嫌疑人交代，实际收货人在
境外采购废塑料，之后由拥有许可证的某
贸易有限公司与某无纺制品有限公司向
海关申报进口，货物放行后再运送给实际
收货人，两家公司向实际收货人收取每吨
700元至800元不等的“包通关费”。

办案人员透露：“该案犯罪嫌疑人还
交代，如果今年进口指标用不完，环保部
门会在明年按照上一年实际进口量减少
进口指标，企业于是铤而走险利用这些
指标去牟利。”

我国2011年颁布实施《固体废物进口
管理办法》，进口固体废物监管工作主要
由海关、检验检疫、环保、商务、发改等五
部门共同负责。然而一些地方对固体废
物进口后实际的货物流向缺乏有效监控，

货物通过许可证进口后是否在备案工厂
进行加工，仅凭拍照来印证，漏洞较大。

完善协同防控体系，挤压“洋垃圾”
市场空间

目前，东南沿海不少地方正加强部
门合作，完善协同配合机制，筑牢“洋垃
圾”防控体系。

福建海关等部门今年一季度抓获 3
个走私固体废物团伙，现场查扣国家限
制进口的固体废物 2000 多吨，环保厅了
解案情后将违法企业列入“黑名单”，并
在各地开展排查，防止同类问题发生。

广东省陆丰市正组织公安、交通、海
防打私、环保、市场监管等执法力量，分
成陆上和海上两个行动小组，对碣石湾
海域和周边路段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监控，严防旧服装非法流入。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小东
建议，检察机关应与海关等共同研究制定
打击走私“洋垃圾”犯罪指导性意见，加强
海关、环保部门与检察机关的衔接配合，
整体推动案件办理进程，更全面精准打击
该类犯罪，对犯罪分子形成更大震慑力。

《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
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要分行业分种类制定禁止固体废物
进口的时间表，分批分类调整进口管理
目录。相关专家认为，这一举措将促使
国内企业逐渐减少对国外废物原料的进
口依赖，转而更好地利用国内废旧资源，
实现环境和发展的“双受益”。

多地查获“洋垃圾”走私案

如何斩断黑色产业链

□新华社记者 王建刚包尔文
6月 13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 35次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马朝旭代表 140 多个国家，发表了题为

“共同努力消除贫困，促进和保护人权”
的联合声明。

代表这么多国家在联合国会议上就
减贫问题发言，充分说明中国减贫取得
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
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
贫困人口脱贫。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创
新扶贫举措，全面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我们不应忘记，过去十年，中国是
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初这样评价中国
的减贫成就。近日，他又通过其发言人
迪亚里克就减贫话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
谈话。从谈话内容不难看出，中国减贫
成就给联合国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制度优势与杰出领导

坚持政府主导战略、实行开发式扶
贫方针、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
贫“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动员全社会力
量扶贫济困……所有这些经验铸就了

“中国式减贫”，在世界减贫史上留下了
深深的中国印记。

“中国式减贫”，使中国成为世界上
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成为世界上率
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联合国官员们对中国减贫取得如此巨

大成就的原因做过深入细致的思考和研
究。古特雷斯强调，统筹兼顾、步调一致是
中国减贫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此言
不虚，中国减贫史就是最好佐证。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就正
式启动了大规模扶贫。90年代，《国家八
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发布，
开启了制定扶贫计划的先河；进入 21世
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2020 年）》两份纲领性文件先后发布，引
领着扶贫事业不断前进。

中共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成为干部
群众戮力同心的国家行动。2015年11月，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对脱贫攻坚任务作出部署，以确保到2020
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实现脱贫，贫
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不少国际人士认为，中国在减贫事业
中能确保全国一盘棋，关键在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机制优势也是中国
减贫事业硕果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

古特雷斯指出，中国拥有一个专门负
责扶贫工作的跨部门领导机构——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来自
政府各个部门的成员组成。他对该小组
在减贫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

在另外一些联合国官员看来，中国
减贫工作之所以能扎实、有效推进，与中
国政府的领导力密切相关。

从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到国务院扶贫办组
织开展扶贫开发成效考核，从改革考核
机制到整合扶贫资金、激活金融活力，到
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
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所有这些都让
国际组织对中国政府在减贫工作中的领
导力刮目相看。

精准扶贫与经济增长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联合国不少官
员对中国的精准扶贫赞赏有加。古特雷
斯就是其中一位。他指出，中国的减贫
成就显示，减贫努力需要精准意识，要统
筹兼顾，要有长期的战略规划。

在推进减贫事业中，中国政府致力于
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
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努力解决好“扶
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
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
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同时，
还努力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形成了中
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
（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

为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
贫攻坚基本方略，中国各地纷纷为贫困
人口建档立卡、准确识别，确保扶持对象
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
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
准，实现脱贫全覆盖，从而让政策红利更
精准、更公平地惠及广大贫困群众，不断
激发内生动力。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扶贫
开发投入力度，提高了中央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中央基建投资用于扶贫的资金
的增长幅度，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
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都进一步
向贫困地区倾斜。此外，中国省级财政、
对口扶贫的东部地区也相应增加了扶贫
资金投入。而确保扶贫资金的投入离不
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减贫的“溢出效应”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对
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减贫事业产生了
巨大推动作用。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评价。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
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 1990 年的
19亿降至 2015年的 8.36亿，中国在其中
的贡献率超过70%，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
了重大贡献。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
表本·滨瀚近日指出，亚洲曾是全球最贫
困的大洲之一，但现在占全球国内生产
总值的三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帮助
亚洲人民提高了生活水平，减轻了贫困
状况。他说：“很明显，中国是这一成绩
的最大贡献国。”

古特雷斯认为，中国的巨大成功和
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骄人业绩对全球产
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他强调，通过
分享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中国能够帮
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到最好和有效的
减贫政策。

2016年 10月，来自马拉维、加纳、肯
尼亚等15个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官员来到
北京，参加“2016年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
与减贫官员研修班”。中国扶贫开发的
成功经验已成为一张亮眼的国家名片，
吸引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关官员不远万
里前来取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在致
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
展南南合作，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中国
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大洋洲的数十个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
还先后为 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
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从受援国到援助国，从贫穷落后到减
贫模范，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智慧
和力量。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彰显出中
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视野和博大胸怀。

“中国式减贫”：世界减贫史上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