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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海口市区
暗访发现，每到晚上，海口市区仍存
在不少私人非法收运餐厨垃圾和

“地沟油”的现象，且最终去向不明，
为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带来不
小隐患。

根据《海口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
法》，海口的餐厨废弃物实行统一收
运、集中处理的特许经营管理，海南
澄迈神州车用沼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神州公司）是唯一获得特许经营管
理权的企业。

既有明确的管理办法，又有符合
规定的收运处置企业，为何还有那么
多餐饮店的餐厨垃圾和“地沟油”流
入私人手中？带着这一问题，记者进
行深入调查。

问题直击
仍有私人收运餐厨垃

圾和“地沟油”

莫佳干、吴志平两人是神州公司
负责餐厨垃圾收运的工人。最近他
们发现，不少之前都能正常收运的餐
厨垃圾，现在突然都收不到了，一些
地方能收到的量也少了一些。

“以前在这所中学的食堂，每次
我们会来收运约10个垃圾桶的餐厨
垃圾，但是现在都没有了，被别人收
走了。”莫佳干说，虽然他们公司与
该校食堂签署了收运协议，装餐厨垃
圾的垃圾桶也是公司的，但是如果被
别人抢收了，他们也没有办法。

9月15日晚，记者来到莫佳干所
说的海口市区某中学食堂看到，神州
公司餐厨垃圾收集车到来之前，食堂
外已停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一男一
女正在收集从食堂里运出来的餐厨

垃圾。这些装有餐厨垃圾的垃圾桶
上，印有“欧绿保神州”字样。

正在收集餐厨垃圾的男子自称
姓潘，说他们过来收餐厨垃圾是为了
拿回云龙镇养鸭，除了收这个食堂
的，他们还会沿途再收一些。

记者在该校食堂外，竟然还发现
有人在私自收集“地沟油”。现场停
放一辆厢式货车，车上装有近10个
蓝色塑料大桶。一男子拿着约两米
长的漏勺，伸到下水道中，把浮在表
面的油脂捞出，装在一个个旧油漆桶
里，再由一女子提到车上。

随后，记者从神州公司了解到，
他们公司近期曾在海秀中路、中山北
路、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远大购物
中心、友谊阳光城等地拍到有人私自
收集餐厨垃圾和“地沟油”的照片。

据神州公司摸排统计，目前海口
市尚有1486家餐饮店的餐厨垃圾其
公司未能收运，其中美兰区583家、
龙华区595家、琼山区205家、秀英
区103家；另有185家餐饮店的废油
脂未给其公司收运，包含80多家华
莱士快餐连锁店。

“私人收运餐厨垃圾的去向不
明，可能会造成一些废弃油脂被提炼
后重回餐桌，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带来危害。”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
管理局固废科负责人表示，海口市推
行餐厨废弃物实行统一收运、集中处
理的特许经营管理，是为了加强餐厨
废弃物管理，促进餐厨废弃物无害化
处理和合理利用，改善城市市容环境
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原因探析
监管不到位导致统一

收运失控

《海口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

对私人违规收运、餐饮企业不给特
许经营企业收运、特许经营企业未
及时收运等行为，都列明了详细的
处罚措施，罚款金额从1000元至10
万元不等。然而，为何在有明确监
督处罚措施的情况下，还是管不住
餐厨垃圾私运行为呢？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近
期废弃油脂的价值不断升高，每吨
售价从原来的两三千元升至五六千
元，导致不少餐饮店不愿将这部分
剩余价值免费交给神州公司收运。
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私人
和公司加入争夺废弃油脂的行列，
做起收运废弃油脂的生意。此外，
私人在收运餐厨垃圾时，会提供清
洗垃圾桶、疏通隔油池等增值服务，
使得餐饮店更倾向于将餐厨垃圾卖
给其他公司。

对于私人收运餐厨垃圾的行
为，神州公司反映有关部门的打击
力度不够。神州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防控“非洲猪瘟”压力减小，
执法部门打击“潲水猪”“垃圾猪”的
力度减弱，加上综合执法部门未有
专门针对餐厨垃圾收运处置领域的
执法力量，使得对非法收运处置餐
厨垃圾和“地沟油”的执法处罚不到
位。

采访中，也有餐饮店抱怨神州
公司收运不及时，服务质量欠佳。

“很多小饭馆的餐厨垃圾，神州公
司嫌少不收，小饭馆就只能找私人
来收了。”在海口从事餐饮行业多
年的吴小姐说，由于缺乏充分的竞
争机制，神州公司的服务质量并不
高。海口市蓝天路一家火锅店的
工作人员也向记者反映，神州公司
有时隔一两天都没来收运店里的
餐厨垃圾，导致他们没有垃圾桶使
用，影响了正常经营。

在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线官
网，记者以“餐厨”为关键词查询发
现，从8月1日至9月17日，共有19
条相关记录，其中超过10条都是反
映神州公司未能及时收运的问题。

记者从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了解
到，该院在2019年就对神州公司未
及时收运餐厨废弃物暴露出的未及
时监管等行政执法问题，向海口市
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发出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要求加强对神州公司
履行合同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确
保餐厨废弃物收运和无害化处置工
作落到实处。

如今检察建议发出两年了，但
神州公司因不及时收运餐厨垃圾屡
被投诉，表明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
生管理局并未整改到位。

部门回应
扩建处置能力+修订

管理办法

如何解决这么多餐饮店的餐厨
垃圾未被统一收运处置问题，除了
加大对私人收运餐厨垃圾的打击力
度外，神州公司的收运处置能力是
否满足市场需要？记者从神州公司
了解到，目前该公司每日的餐厨垃
圾收运量在350吨左右，已经远超
了该公司原来200吨/天的设计处
理能力。

对此，神州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通过延长设备的运行时间来
提升了处理能力，同时公司有44台
餐厨垃圾收集车，平均每辆车可装载
5吨餐厨垃圾，按每天早中晚三班来
收运的话，运力可以满足需求。不
过，该负责人直言，现在他们很难做
到覆盖全海口市的餐饮店，特别是一
些分散的小餐饮店还未能收运。

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
固废科负责人表示，针对部分餐饮
企业反映神州公司存在的未及时收
运问题，他们已给神州公司发出了
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公司不能以收
不到废弃油脂为由，拒绝收运餐饮
企业的餐厨垃圾。目前，神州公司
日处理量达400吨/天的餐厨垃圾
处理扩建项目正在积极争取开工建
设中，计划在今年内初步建成投入
使用。

对于特许经营缺乏充分竞争导
致服务差的质疑，海口市园林和环
境卫生管理局固废科负责人则表
示，特许经营并不是只可允许一家，
目前海口市将收运和处置都给了同
一家公司，是为了保障收运处置规
模确保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近年来
在上海等地也有将收运和处置分
开，交给不同公司来经营的模式。
他们目前正在修订《海口市餐厨废
弃物管理办法》，未来将会充分吸收
先进地区的经验和听取餐饮企业等
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餐厨废弃物
的管理机制。

不过，记者了解到，由于我省
没有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方面的法
规，海口市在修订《海口市餐厨废
弃物管理办法》时缺乏上位法指
导，目前的管理办法仅仅是以“政
府令”的形式发布施行，权威性不
高。而《海口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
法》2015年底发布施行后，其重新
修订的计划已经多次提出，但是相
关工作进展较为缓慢，至今没有新
的修订稿征求公众意见。谋划建
设的餐厨垃圾处理扩建项目，因环
评等原因，实际进度比工作计划慢
了不少，制约餐厨废弃物统一收
运、集中处理工作的推进。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非法收运行为屡禁不止，唯一指定处置企业超负荷运营，1400多家店的餐厨垃圾未统一收运——

海口餐厨垃圾私运乱象为何管不住？

灯笼椒

■ 朱衡明

一边是私人非法收运餐厨垃圾
和“地沟油”，且最终去向不明；一边
是唯一拥有特许经营权的企业超负
荷运营，收运餐厨垃圾不及时、服务
不到位、覆盖不全面。记者调查披
露的海口市区餐厨垃圾收运乱象，
绝非一天两天的事，相关部门不能
等闲视之。对乱象暴露出特许经营
管理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更应及

时予以整改。
餐厨垃圾处理关乎公共卫生安

全和食品安全。点多、线长、面广的
现实，使得餐厨垃圾处理需要推动收
集、运输、处置一体化。从国内餐厨
垃圾处理比较成熟城市的经验看，实
行特许经营，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
竞争方式确定特许经营者，确实便于
有关部门管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遏
制餐厨垃圾被排入地下水管网，或者
被拿去喂猪养鸡，甚至被非法提炼为

“地沟油”，流入百姓餐桌。正因如
此，多年前海口市实行餐厨垃圾特许
经营管理，在其开始时也被公众寄予
厚望。

然而，将餐厨垃圾处理权交给
特许经营者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了，监管也可以放手不管、高枕无忧
了。实际上，如果监管掉链子甚至
不作为，取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就
极可能抑制不住逐利冲动，利用特
许经营的地位，千方百计谋取自身

利润最大化，而在提升餐厨垃圾处
理能效上动力不足，在提升服务质
量上无所用心。该负责的不负责，
该做的没做好，也就难免一些“散
户”和企业乘虚而入。

特许经营了，监管更应跟上趟，
确保一环紧扣一环，各个环节都严
实。具体而言，一方面，把好入口关，
在授特许经营权时引入公平竞争机
制，审核相关经营者的资质，防止没
有资质的经营者进入，或者出现一家

独大、独此一家的现象；另一方面，运
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特许经
营者收集、运输、处置餐厨垃圾进行
全过程动态监督，防止其选择性作为
甚或不作为。同时，还要对运营不规
范、服务不到位的企业依法惩处，乃
至取消其特许经营资格，防止“劣币
驱逐良币”。

总之，监管职责落实到位，才能
发挥特许经营管理的效能，守护好公
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

特许经营，监管不能掉链子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记者王
培琳)9月17日上午，海南举办《关于
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意见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人行海口
中心支行、海南银保监局、海南证监
局、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分别对《实施方案》中
89条举措进行任务梳理，并就鼓励
金融开放、支持金融创新、金融聚焦
产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
具体发布。

针对扩大海南金融业对外开放方
面，《实施方案》从扩大银行业和保险

业对外开放、支持开展离岸银行业务、
支持外资机构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等
方面提出7条政策措施，全面提升海
南自贸港金融业的国际化水平。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
丁玉龙说，跨境业务中，在“引进来”方
面，省金融局积极做好政策解读和招
商引导，并充分利用部分内外资金融
机构可以享受15%企业所得税的优
势，推动各类境内外金融机构通过新
设法人、分支机构和专营机构等方式
落户海南，支持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
海南法人银行机构。

海南证监局局长李钢表示，将支

持境外投资者投资海南自贸港内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等
金融机构发行的私募和公募资产管理
产品。支持在海南自贸港内就业的境
外个人参与A股股票、基金、特定期
货品种等境内投资。

海南银保监局党委委员、二级巡
视员易细纯认为，金融开放以“跨境”
与“接轨”为关键词。海南自贸港着力
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银行业
保险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提升银行保险机构跨境服务能力
及与国际接轨水平不但能更好服务市
场主体，还能推动现代服务业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针对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力度服务实体经济工作，提出19条政策
措施。《实施方案》就创新发展保险业务
试点、稳步扩大跨境资产转让范围、支持
发展金融科技、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措施，支持发展贸易金融、绿色
金融、金融科技等特色金融，进一步丰富
金融业态，增强金融业活力。

丁玉龙表示，将争取国务院金融
管理部门支持，推动全国性金融科技
基础设施运营机构、金融科技子公司、
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等落地。支

据介绍，《实施方案》中17条政策

措施，聚集重点产业发展，从稳妥推进
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
推进境外人员境内移动支付便利化建
设、持续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发展
航运金融、支持文化体育旅游业发展、
支持住房租赁金融创新等方面提出具
体措施，进一步激发金融活力，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

易细纯说，《实施方案》对银行业
保险业如何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产
业发展明确了要求。首先金融要支
持扶持产业构建，如绿色产业和海洋
产业。同时提升银保行业服务特色
产业能力，如航运、文化、体育等。

相关部门就支持自贸港金融开放实施方案的89条举措进行解读——

鼓励开放 支持创新 聚焦产业

省医保局曝光第七期
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件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吉
秋平）海南日报记者9月17日从省医疗保障局获
悉，近日该局曝光2021年第七期违规使用医保基
金典型案件，其中包括重复收费、不合理收费、超
限定条件用药等违规行为。

儋州现代医院、儋州市东方红医院都存在超
限定价格、超限定条件用药、超医院级别用药等违
规行为，儋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存在超限定价格、超
限定条件用药、超诊断范围用药等违规行为。按
照相关规定，儋州市医疗保障局约谈三家医院主
要负责人，责令整改违规问题，分别追回违规使用
医保基金56.5422万元、42.0203万元、200万元，
目前儋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仍有142.6736万元正
进一步追缴中。

东方康宁精神病医院存在医疗保险管理制度
执行不到位、药品购销存不符、不合理多收费，自
立项目收费等违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东方市
医疗保障局约谈该院主要责任人，责令整改违规
问题，已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81.2591万元。

定安县人民医院存在不合理多收费、重复收
费，不合理使用项目、检验项目虚假收费、收费
项目虚记等违规行为。定安县康华医院存在过
度检查、违规超标准收费、虚假收费、医保限制
用药等违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定安县医疗保
障局约谈两家医院主要负责人，责令整改违规问
题，分别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98.127万元、
43.321万元。

五指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护理费收费
天数超过住院天数、串换收费、自立医疗服务项
目收费等违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五指山市医
疗保障局约谈该院主要负责人，责令整改违规问
题，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31.4741万元。万宁
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自立项目违规收费、超标准
收费、项目串换、项目虚假收费、医保限制用药、
财务相关问题等违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万宁
市医疗保障局责令该院整改违规问题；追回违规
使用医保基金21.9251万元。海南康民医院存
在电子生物反馈疗法违规收费、精神病护理费收
费天数超过住院天数、虚报药品使用情况违规、
设备耗材违规等违规行为，万宁市医疗保障局责
令该院整改违规问题和行为，追回违规使用医保
基金12.5774万元。

万宁将开展
城镇棚户区改造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梁振玮）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万宁市政府获悉，为加快城市更新
步伐，有效解决群众住房困难，改善人居环境，提
升城市品位和形象，万宁市将对城镇棚户区进行
改造，将坚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建设成为人居环境良好、功能设施完善的宜
居城市。

据了解，万宁市将利用五年时间，完成全市
（含城区、兴隆）现有城镇棚户区改造。目标主要
为城南片区、城北片区的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等片
区；兴隆区的部分林队（兴隆40队、兴隆23队、兴
隆16队、兴隆9队）等片区。

根据财力和拆迁难易程度，万宁市将按照“先
易后难，逐个改造”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
分批推进项目实施。

海口开展
月饼生产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高香奇）随着中
秋佳节临近，近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全
覆盖等专项检查系列监管举措，加强月饼生产企
业及小作坊的监督检查，切实保证月饼产品质量。

海口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市、区、所三级监管部
门对月饼生产环节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重点检
查是否有“早产月饼”；生产环境是否脏、乱、差
等。截至目前，海口市各级监管部门已检查月饼食
品生产企业51家次，检查月饼小作坊35家次，监督
抽检47批次（含风险监测5批次），责令整改5家次。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目前检查结果来看，海口市月饼总体情况较好，未
发现“早产月饼”，使用过期变质的原料生产月饼，
超范围或超限量添加食品添加剂的情况，但部分
企业存在生产进货查验等记录不完善，环境卫生
不够整洁等问题，已责令存在问题的生产单位进
行整改。目前月饼生产单位专项检查正在有序开
展，将一直持续到中秋节后。

昌江首家
货车司机工会成立

本报石碌9月17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黄兆雪）9月16日，昌江金巢实业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这是昌江首家货车司机
工会，标志着160多名货车司机加入工会组织，找
到了“娘家”。

据了解，昌江金巢实业有限公司有货车司机
168人，是昌江最大的民营货运企业。为推动昌
江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昌江黎族自治县总工会结
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指导支持昌江
金巢实业有限公司单独建立工会。

“货车司机加入工会后，就有了‘靠山’，自己
的合法权益就能够得到保障了。”县总工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要求公司工会以强化组织建设为基
础，优化服务水平为关键，切实维护货车司机的合
法权益。

9月 16日，海口中交国际
自贸中心项目现场施工忙。目
前，该项目主楼混凝土已浇筑完
成，标志着主体结构施工正式进
入快车道。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海口市
国兴大道，系省重点项目。项目
由一栋超高层塔楼和一栋商业
裙楼组成，塔楼采用全钢结构建
造，总高度 211.6 米，地上 44
层。项目计划于2023年竣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中交国际自贸中心
项目主楼混凝土浇筑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