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代表调查节能灯 发现产品说明对健康影响只字未提

厂家对危害缺乏告知是不负责行为
》两会声音

》代表调研

注意事项不提对人体影响
“ 从节能角度，我们是希望把资

源留给后代，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在伤
害这一代人，这是很危险的一个问
题。”近一个月时间里，市人大代表吴
建荣特意就节能灯问题翻阅了很多资
料，并在记者的陪同下就节能灯的实
际销售情况作了市场调研。

在宁海路靠近云南路上的一家中
型社区超市里，当吴代表询问是否有

“ 灯泡”出售时，营业员表示“ 转弯处
尽头就是”。

顺着指引，吴代表终于在一排日
用品货架的最下层找到了仅有2个品
牌的“ 灯泡”，而拿起来细看之下，两
者无一例外都是“ 节能灯”。

吴代表指着手中8W的节能灯告诉
记者：“ 你看上面所谓的‘ 使用注意事
项’中提到的都是技术问题，至于真正
的危机人体健康的‘ 注意事项’只字未
提。”而在打开盒盖后，记者也注意到，
盒盖内测印有蝇头小字般的“ 使用说
明书”，在“ 用途”下写着“ 可广泛用于
家庭、宾馆等类似场合的照明”。

“ 要知道，现行标准的伤害测定是
依据成年人的体质得出来的，对于儿童，
尤其是婴儿，考虑得太少。因此，作为厂
家有义务要进行告知，就好比药物说明
书上，会指出哪类人群慎用。”吴代表表
示，这样写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 这就是一个广泛告知的问题，只有大
家对此有了充分了解，才能去防范。”

节能灯处置不当危害严重
“ 上海的废旧节能灯回收点很

少，也没有设立专门的回收处置系统。
以至于目前的现状是：生产部门不敢
收，环保部门没法收，基层社区不会
收。”人大代表丁明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一只节能灯含汞量高达5毫
克，一旦处置不当，可能污染多达50吨
的地表水。如果节能灯破损和外泄，会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据丁明代表介绍，根据环保部、国
家发改委2008年发布的《 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废含汞荧光灯管属于危险
废物。而在现实生活中，广大居民群众
对其危险性并不清楚。目前，丁明代表
已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制定上海

《 废旧气体发点灯回收处理规范》的
议案给大会，必须要通过立法来明确
相关回收处理工作的制度。

去年，本报记者持续关注废弃节
能灯的回收利用问题，先后刊发了

《 首批节能灯进入报废期回收渠道匮
乏》、《 今年将在4区试点建节能灯社
区回收网络》、《 回收节能灯为何这样
难？》等一系列报道。

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再次对相关
机构进行了回访，得知市民和企业对
节能灯回收利用的意识已逐渐增强，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些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则提出了相关建议。

本版撰文 记者 王婧 顾卓敏
（ 除署名外）

“ 按照谁生产、谁负责的理念，生
产 节 能 灯 的 企 业 对 回 收 是 有 责 任
的。”市环保协会副秘书长李伟对记
者表示，建议对节能灯生产单位征收
一定的税或其他方式，让他们在生产
时就能有意识地担负起回收成本。此
外，也应对缴纳节能灯的居民或单位
进行一定的奖励回馈。

环保专家还建议，生产企业应将
节能等的生产纳入排污申报和清洁
生产审核，目前有很多污染物已经纳
入排污申报和清洁生产审核体系，但
节能灯却尚未纳入。“ 企业每年生产
的那么多节能灯去去了哪里，这方面
应该有个存档备案。”

“ 此外，能否将节能灯的缴纳作
为评选绿色企业或绿色机关的指标
之一？”环保专家表示，“ 美丽中国”
的形成，需要各方的努力。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已要求节能灯推广企业如飞利

浦、欧普等，在推广节能灯的同时，便向
居民同时宣传相关回收知识，比如印宣

传册和卡片，对居民进行这方面的科
普，同时积极承担起相关回收工作。

大力普及回收点
推分类减量办法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唐昱霄 市政
协委员、市绿化市容局政策法规处处
长杨文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 今年将进一步加大回收废旧节能灯
管的宣传力度。”

杨文悦表示，2013年将推出《 促
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废旧节
能灯管作为有害垃圾，分类回收十分
必要，但是它现在还不像废电池回收
那样在人们心中有那么高的认知度，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也有人向我们反
映，找不到废旧节能灯管的回收点。所
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方面是大力宣
传节能灯管回收，另一方面，我们会在
小区内普及回收点，并在上面印画明
确地标识，让居民们一看就知道。”

不过，对于废旧节能灯管的回收，
杨文悦也坦言与回收其他有害垃圾有
所不同，“ 节能灯管是易碎品，如果它
的回收箱就是一个普通的垃圾箱，那
无论在回收还是运输过程中都极易破
碎，导致有害物质溢出，反而造成污
染，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在设计回收
节能灯的特殊收纳容器，比如像蜂巢
结构的，可以把灯管一根根塞进去，这
样灯管不容易破碎。”

杨文悦同时也发出倡议，“ 居民是
垃圾回收的真正参与者，如果居民们
对垃圾分类回收有什么好点子，比如
像有什么更好的装置来回收废旧节能
灯，完全可以大胆尝试，向我们提出，
让我们一起把回收工作做得更好。”

去年6月5日“ 世界环境日”前夕，
记者曾实地探访位于宝山区蕰川路
上的市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总部，在
特种含汞灯管专用处置车间，记者
看到，其设备并不像其他车间里的
那样一直运转，而是较为“ 清闲”。
本 次“ 两 会 ”前 夕 ，记 者“ 故 地 重
游”，再次来到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
的含汞灯管处置车间，发现情况并
未有所好转。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主要有5
大 回 收 废 弃 节 能 灯 的 企 业 ， 分 别
为：上海森蓝工业废弃物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新金桥工业废弃物管理
有限公司、伟翔环保科技发展（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鑫 广 再 生 资 源（ 上
海）有限公司、上海电子废弃物交
投中心。

在上述企业中，“ 前4家对废弃节
能灯只有回收能力，而上海电子废弃
物交投中心则是全市唯一一家持有

环保部颁发的处理含汞废弃节能灯
许可资质的单位。”市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副秘书长李伟向记者介绍，就连
这为数寥寥的几家回收机构，在回收
节能灯这块，也常年处于“ 吃不饱”
的状态，“ 单论回收节能灯这项工作，
可以说他们做了多年，已接近于做不
下去的状态。”李伟告诉记者，因此，
前4家企业已很少涉足节能灯回收这
块，只有市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还
在勉强支撑。

两会前夕，记者再次来到电子废
弃物交投中心的含汞灯管处置车间，
半年多的时光悄然流去，这里的一切
却变化不大。装着废弃节能灯的废灯
管专用收集箱仍被专用运输车辆有
序运进车间；戴着防毒面具、防护眼
镜和防护手套的车间师傅仍在埋头
小心翼翼地工作；从废弃节能灯中被
分拣出来的含剧毒的液体汞被装入
专用器皿，仍被作为“ 重点保护对

象”放在专用“ 保险箱”里，被双人双
锁看管。但这一切的数量并不多，现
场只有两位工作人员便完成了这些
工作，先进的设备大部分时间仍在

“ 休息”。
“ 单单处理废弃节能灯这块还是

亏损的，我们目前依然只能依靠节能
灯以外的处理项目来盈利。”市电子
废弃物交投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通过近几年来的媒体宣传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节能灯的回收利用
量还是逐年递增的，“ 尽管递增幅度
不大，但进步还是有的。”该负责人向
记者透露了一组节能灯处理数据：
2010年为51.17吨，2011年为77.10吨，
2012年为91.05吨。

“ 如设备满负荷运作，对节能灯
的处理费用还会降低一半。”该负责
人表示，期待节能灯回收利用工作的
良性循环局面能早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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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上解决问题
LED灯将被推广

“ 如果居民和单位的积极性被调
动起来，那么节能灯的回收利用率可
能会大大的提升。”市环保协会副秘
书长李伟认为，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
或可提高居民和单位有效交付废弃节
能灯的热情。

李伟向记者表示，目前环保协
会正和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合作，倡
议设立社区环保服务奖励基金，该
基金来源建议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出
资，奖励给提供回收服务的搜集人。

“ 比如说一个居民小区，可由楼道
小组长把各家庭的废弃节能灯搜集
起来，交到固定的地方，获得由基金
提供的回馈奖励，再由其分配给各
家庭。”

除了居民的积极性正在提高，不
少单位以及研究机构也开始正视起节
能所产生的污染。

“ 目前我国平均一只普通节能灯
的汞含量约0.5毫克，少数品牌产品是
2.5毫克左右。1毫克汞渗入地下，会污
染约360吨水，按此计算，一只废弃节
能灯，处置不当，可能污染90至180吨
水及周围土壤。”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的报告中如是表示。

该问题显然也被政府部门意识
到，据悉，目前环保部门已打算对此采
取相关措施。市经信委向记者透露，为
减轻污染，今年，市政府推广的将可能
不再是节能灯而是污染更小的LED灯，
从源头上减轻污染，目前相关部门已
就LED灯对企业进行招标。记者 王婧

》对策

记者回访：回收企业只能靠额外项目盈利

业内呼吁：生产企业应对节能灯回收负责

吴建荣代表在超市查看节能灯。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人大代表丁明的议案与环保专家的建议不谋而合。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废旧节能灯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