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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消费升级带来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我国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已普遍不能满足处理需

求，当前生活垃圾处理新建项目较多。截止 2011 年底，国内 77% 的生活垃圾仍然采用卫生填埋方式处理，

虽然填埋方式投资少，但受限于选址占地、运距、地表水地下水污染等弊端。堆肥处理项目经济效益并不显著，

且目前终端产品还没有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条件。降低填埋处理垃圾量、提高焚烧处理占比是未来垃圾处理发

展的必然趋势。垃圾焚烧项目服务边界清晰，

项目业主一般不承担垃圾收集和转运，只负

责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在项目经营模式方面，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缺

乏设施建设资金，城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多

采用具有融资性质的 BOT、BOO、TOT 投资

模式，吸引了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参与，

近年房地产行业资金广泛参与垃圾处理项目。

具备资本优势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上市公司与非上市环保公司采用合作或并购

方式渗透环保领域。近年社会产业资本逐渐

退出房地产和金融等暴利行业，追逐长期稳

定收益的部分资金以杠杆作用撬动了若干环

保工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项目的投融资环

境和环保上市公司业绩增长预期，吸引了证

券市场资金纷纷抢筹上市环保公司个股。

文 / 环境商会  范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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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环境商会第十一期总裁圆桌会议

于北京西藏大厦召开。

2012 年 8 月， 十 一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二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修正案（草案）》。2012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0 日，修正案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

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之后，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

和各方面的意见，对修正案草案作了较大修改，

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

案二次审议稿）》。2013 年 6 月，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并于 7 月 17 日，就二次审议稿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为此，环境商会将组织召开第十一次总裁圆桌会议，对环保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行

政法室主任袁杰、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童卫东、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巡视员王凤春、环保部政法

司副司长别涛、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处长刘海涛、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干部杨威出席。环境商会常务副

会长、威立雅水务副总裁黄晓军，环境商会副会长、博天环境董事长赵笠钧，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桑德环境、

首创股份、金州环境、苏伊士环境、国电清新、中环水务、同方环境、通用咨询、中德环保、中持环保、大岳咨询、

济邦咨询等企业代表参会。

会议中，参会代表纷纷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意见。黄晓军表示，

存在普遍违法、重点执法的现象。应通过合同减排服务，将排污企业的治污责任转移。他建议进一步提高标准，

严格执法。赵笠钧认为，环保法二审稿法律力度仍然较弱，不足以体现环保的重要性。建议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

应该入罪。此外他指出，第六章，有关法律责任章节，诉讼时效三年太短，不符合环境污染事件的特点。应该根

据其危害程度量刑处罚。尤其是监测数据造假等主管故意行为，处罚太轻了。骆建华建议，财政用于环保的支出

的增长应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证对环保的投入；第十七条，“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价格、信贷、政

府采购等方面政策和措施”，增加“税收”；第四条“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修改为“可持续发展和保护

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应明确特许经营、合同减排服务的污染治理模式。

与会的其他环保企业代表也纷纷提出意见，讨论十分热烈。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杰总结发言时表

示，环保企业家能够站在一定高度对环保法提出修改意见，而非站在自身考虑，出乎她的意料。她表示，已将各

位代表的意见一一记录，以备进一步研究，并希望环境商会今后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人大法工委与环保企业交流，

听取行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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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获北京污水处理合作项目

据悉，桑德集团与北京市水务局签署了污水处理合作框架协议，此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方式，

桑德投资建成后将拥有 25 年经营权，依靠收取服务费获得稳定收益，之后再交还政府。此次桑

德集团在北京市公共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的 126 个试点项目中分得了一杯羹。

国中水务进军正渗透膜领域

8 月 12 日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水务”）发布公告，日前公司分别

与丹麦 Aquaporin A/S、瑞典 JOSAB 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将分别对上述公司进行投资，并成

立合资公司。并以此为契机，公司将介入正渗透膜及其产业化应用的开发，并将大力开拓农村给

排水市场。

时代新材涉海水淡化生产

日前，时代新材旗下子公司华轩水务“海水淡化成套装置生产线项目”被列为中央节能重点

工程、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示范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技术研发和试验，正在进行厂房等

基础设施建设。2015 年建成后，每天海水淡化总产量达到 9150 立方米的生产能力，年可实现销

售收入 1.5 亿元。

水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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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废

城投控股中期利降 41% 垃圾发电项目稳步推进

8 月 16 日晚，城投控股发布中报，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7.33 亿元，同比减少 41.20%，

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63 亿元，同比大增 115.24%。在报告期内，城投控股垃圾发电上网电量

同比大增,环境业务稳步推进。上半年公司完成生活垃圾转运量53.88万吨,填埋量198.48万吨;

焚烧量 78.23 万吨 ,同比增长 53%, 上网电量近 1.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2%, 主要由于去年下半

年以来威海、青岛、金山垃圾发电项目陆续投运。

新环保能源逾 2.7 亿收购惠州废物转能源项目

新环保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宣布，2000 万人民币 ( 约 2500 万港元 ) 收购广东省惠州市区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惠州广惠能源 97.85% 权益，并为其偿还负债提供资金 ( 今年 3 月止负债

金额约2.46亿元)，拟以内部资源、早前供股所得、股权及债务融资，及/或股东贷款等提供资金。

格林美进军报废汽车回收领域

目前，格林美已经拿到三块汽车回收牌照。汽车回收的市场相放大，以目前的保有量计算，

每年需要回收的汽车超过 1000 万辆。格林美力争在五年内，发展成为中国首家的完全循环产业

集团，成为世界知名的循环工厂。

光大苏州垃圾发电项目获发改委补助 3,000 万

2013 年 8 月 15 日，光大国际宣布，江苏省的苏州垃圾发电项目三期扩建工程获国家发改委

及财政部等联合组织的 2013 年中央预算补助人民币 3,000 万元。苏州垃圾发电项目一、二、三

期合共日处理生活垃圾达 3,550 吨，为目前国内已建成规模最大、运行标准最高的垃圾发电厂，

同时开启了苏州市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的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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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废

维尔利与三亚签署垃圾渗滤液处理 BOT 框架协议

维尔利 8 月 12 日晚间公告，公司与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正式签订了《海南省三亚市垃圾

渗滤液处理站特许经营权受让框架协议》，该项目是指三亚市垃圾渗滤液处理站 BOT 特许经营

项目，工程总投资预计为 4506.13 万元。

东江环保收购东莞恒建环保科技 100% 股权

近日，东江环保公布，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7,700 万元收购恒建能源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东莞市恒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直接持有

恒建环保 100% 股权，恒建环保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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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及其他

凯迪电力第二代技术电厂缺乏燃料仅微利

从凯迪电力发布的半年报来看， 凯迪电力上半年第二代技术电厂虽已开始贡献利润，但微利

背后却是大部分电厂缺乏燃料的尴尬。公司代董秘张鸿健对记者表示，公司转型以来业务逐步向

好发展，而未来公司也会克服困难以稳定发展为主逐步推进生物质发电业务。

中国石化巴陵石化催化裂化装置烟气脱硫环保项目获批

8 月 16 日消息，中国石化巴陵石化烯烃事业部 105 万吨每年催化裂化装置配套烟气脱硫除尘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中国石化总部批复，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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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下发《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提出要释放节能环保产业的

市场潜在需求，使其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意见》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

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保证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速在15%以上，到2015年，总产值达到4.5

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

“8 月 14 日《北京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2013—2015 年）》发布，到 2015 年，节

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30% 以上，总产值达到 5000 亿元，占全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的

10% 以上。”

“《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已经安徽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一审，于 8月 19 日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9月 1日。”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二五”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以总量减排、质量改善、风险防范、基础完善为着力点，在

环境监测、监察、预警、应急、信息、评估、统计、科技、宣教等领域开展能力建设，切实

加强环境监管能力。《规划》指出，结合四大领域任务，实施基础、保障、人才等三大工程，

规划总投资 4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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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科学家日前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将枯木转化为高质量的生物燃料，每升的成本不到 1 欧元，利
用该方法，原木中一半以上的能量能够转化为生物燃料。(1 欧元约合 8.16 元人民币 )

虽然生物燃料并非无碳燃料，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其被视为化石燃料的替代选择。通过生物燃料，
植物捕获的碳被排放到大气中，之后通过各种方式再返回到植物。在美国和欧洲，农民将生物燃料作为
替代的收入来源；环保人士也对此表示欢迎，因为它至少提供了鸟类和昆虫的栖息地，还可以防止水土
流失。

美国在生物燃料研究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伊利诺依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刺槐不仅是一种适合农
场种植的生物质，而且在生物燃料方面也很有潜质。但反对者认为，由此会导致本来用于养活全世界饥
饿人口的土地被大量浪费。

芬兰政府支持低碳经济，设定了在 2020 年实现交通燃料的 20% 来自于可再生燃料的目标。来自芬兰
技术研究中心的科学家表示，他们使用了“加压流化床气化技术”来获取商业规模的甲醇、二甲醚、合
成汽油等，目前解决方案正准备进行商业化规模的生产。

芬兰技术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在芬兰和美国进行了试验。他们认为，树皮和废木材生物炼制的效率可以
达到 50% 至 67%，如果还能捕获过程中的剩余热量，整体效率可以达到 74% 至 80%。

此外，对于低碳经济或无碳经济的拥护者们来说，还有另一个好消息。美国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的科
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成本更低的催化剂，可以从水中生产氢。

氢燃烧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能量，其副产品完全是水。之前为了使氢燃料电池中的反应可靠进行，必
须使用铂作为催化剂，但金属铂非常稀有昂贵。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并不消耗，只是促进化学反应的完成。
尽管如此，只要燃料电池还
依赖铂作为催化剂，它的成
本就很难降低。麦迪逊威斯
康星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利用
纳米技术，得到的金属材料
具有意想不到的性能，非常
适合用作催化剂，而且制作
过程使用的元素都很常见。

研究人员表示，新的催化
剂看起来很有希望，虽然其
效率还比不上铂。研究人员
将继续努力，提高催化剂的
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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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1896 年，德国汉堡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垃圾焚

烧厂。从此，人类开始了对垃圾进行科学处理、资源化利用的新里

程。

    100 年来，焚烧作为一种处理垃圾的专用技术，已经成为许多

发达国家和地区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06 年全世界有各种类型的垃圾焚烧厂 2100 余座（其中有

1000 多座带发电装置），年焚烧生活垃圾总量达 1.65 亿 t。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焚烧设备经过百年来全球环保界科

研人员一代代的研制、创新，已从原来的落后状态发展成为运用高

科技手段、机电光气一体化的新一代垃圾焚烧设备。

推荐理由：本书详尽总结了垃圾焚烧百年发展经验，较全面描述了焚烧处理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重点阐述了垃圾的危害和通过焚烧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促使垃圾变废为宝，为我国循环经济服务。

——推荐人：陈泽峰    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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