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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奉永成

餐厨垃圾回收受阻

《长沙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 第三条规定， 餐厨垃圾
是指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
余、 食品加工废料、 废弃食用油脂 （包括不可再食用的动
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 等垃圾。

根据 《长沙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 的规定， 各餐饮企
业必须将其产生的餐厨垃圾交给具备餐厨垃圾处理资质的
企业， 进行无害化处理。 2011年10月，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
处理有限公司成立， 负责对长沙市所有的餐厨垃圾进行统
一的收集和处理。

“我们将餐厨垃圾经蒸煮进行油水分离后， 废油炼制
成生物柴油， 废水、 废气按环保要求处理达标后进行排
放。”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公司日处理餐厨垃圾能力达到375吨。 如果每天进行16
个小时作业， 日处理能力将达到750吨。

据了解， 目前长沙市共有大中型餐饮企业3000多家，
小型餐饮门店8000家左右。 目前已签约的大中型餐饮企业
餐厨垃圾产生量占到了全市的70%。

“已签约大中型酒店2403家， 正常收运1919家， 日收
集量在300吨以上， 如果收集质量好的话， 日均收集量应
该在400吨以上。” 这位负责人透露， 根据餐饮企业的数量
和经营状况， 目前长沙市每天约产生500吨左右的餐厨垃
圾。 但该公司收集餐厨垃圾时， 经常因为餐饮企业的故意
行为， 使回收的餐厨垃圾数量太少， 但更不正常的是， 回
收的潲水含油率太低， 正常应该在3%至5%， 但实际收集
的餐厨垃圾含油率仅1%至2%， 大多数是饭渣和废水。

1月20日晚上9时左右， 一台印有“联合餐厨” 字样的
餐厨垃圾回收车， 从韶山南路旺府酒店开出来， 记者上前
采访， 随车的师傅告诉记者， 这台车负责回收韶山南路一
带的餐厨垃圾， 从傍晚时分到现在， 这台车子没有“吃
饱”。

“有时我们明明看到酒店生意很好， 但就是收不到餐
厨垃圾， 酒店要么硬说没有， 或者说我们来迟了。” 这位
师傅告诉记者， 这些饭店跟黑作坊有合作， 黑作坊给他们
钱， 饭店提供餐厨垃圾， 或者是废弃食用油脂。 有些饭店
会专门把废弃食用油脂过滤出来， 不交给回收公司， 有时
还会故意刁难， 如要求收餐厨垃圾的同时， 收走生活垃圾
等。

1月21日12时30分左右， 记者在香樟路一带走访发现，
这一带的饭店生意并不差， 但是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
限公司之前投放的绿色餐厨垃圾收运桶里， 只有很少餐厨
垃圾， 有两个饭店门前的桶里， 更是空空如也。 还有一家
饭店门前的收运桶里虽然堆满了餐厨垃圾， 但上面全是饭

菜残渣， 没有油渍。

非法加工利益可观

只要是餐饮企业， 不管大小， 肯定都会产生餐厨垃
圾， 将这些垃圾交给专门的处理公司， 既环保， 又省事，
但为何在回收时， 却面临重重阻力， 症结到底在那里？ 湖
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分析认为， 其中原因
不外乎利益的驱使。

1月20日晚上8时左右， 记者在韶山南路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附近发现一辆运送潲水的三轮车， 记者上前询问时，
对方启动三轮车匆忙离去。 附近一家小型餐饮店的老板向
记者坦言， 自己店里的餐厨垃圾都卖给了此人。“收潲水的
人说， 这些餐厨垃圾是用来喂猪的， 对方每个月给我120
元， 市里的餐厨垃圾回收公司不给钱。” 这位老板说。

“我们不可能像那些私人一样去给钱收餐厨垃圾。”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该公司的运
作主要靠从餐厨中提炼生物柴油， 市场上生物柴油的价格
6元/斤， 处理成本 (水电气、 人员、 污水渣的环保处理 )
就需要4至5元， 虽然政府在收运上给予了补贴， 按平均每
20公里运距测算， 每吨补贴125元， 但处理投资建设运营
等其他方面没有补贴。 而且随着收集范围越来越大， 距离
越来越远， 成本也在增加。 而私人或黑心作坊到饭店收餐
厨垃圾时， 都会给予饭店一定的好处， 有的还会采取包年
的方式， 将餐厨垃圾一次性买断。 这直接导致了餐厨垃圾
回收时数量不足、 废弃食用油脂减少的现象的出现。

据这位负责人透露， 在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
司刚运营时， 一天的餐厨垃圾回收量还不到100吨， 为此，
长沙市专门开展了餐厨垃圾执法检查， 现在情况有所好
转， 但仍然数量少， 油脂少。

“除了黑心作坊， 主要是不少餐饮企业在为难我们。”
长沙市餐厨垃圾管理执法大队一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他

们曾在执法检查中， 发现一些餐饮单位将潲水中的油过
滤， 只留渣上交， 甚至有人为了躲避查处， 将过滤后的油
冻成冰块装运。

根据执法人员的调查， 一些私人以1元至1.2元/斤的价
格收油， 通过加工炼制成“食用油”， 就是我们常说的地
沟油， 以10元至20元/斤的价格倒卖出去， 其处理成本仅1
元至2元/斤， 剩下的渣滓和废水随地倒掉， 根本不做任何
环保处理。 “潲水油加工成食用油1斤可赚10多元， 其中
利益非常可观。” 这位执法人员说。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有限公司自2012年8月投产以来，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我们公司总投入1.35亿元，即使含油
量高， 预计也得8至10年才能收回成本。” 上述负责人告诉
记者， 为了有效识别，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有限公司共购买
了57台车， 由中联重科制造， 每台30多万元， 上面印有
“联合餐厨” 字样。 每台车配3个人， 实行专人专车。 为了
确保餐厨垃圾收集到位， 该公司还安装了GPS视频监控，
对收集运输车进行动态监控。

不法企业是 “首犯”

有利可图， 便敢藐视法律、 抛弃社会公德、 无视老百
姓的身心健康。 这是黑心商贩在制作地沟油时的心态。 俗
话说：“打蛇打七寸。” 堵住地沟油的“七寸” 到底在哪里？

“‘七寸’ 在源头。” 中科院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谢国
勇博士认为， 地沟油的源头就是为制作地沟油提供原材料
的各生产餐厨垃圾的餐饮企业。

“制作任何一种产品， 首先得有原材料， 地沟油的原
材料就是餐厨垃圾， 如果制作地沟油的不法分子， 没有了
餐厨垃圾的来源， 地沟油也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谢
国勇告诉记者， 通过合法正规公司统一收集餐厨垃圾的办
法， 是目前最可行的方式， 但是还应有相关的硬性措施，
保证餐厨垃圾的正常回收。 他建议： 这种措施必须得像打
蛇一样， 击中七寸， 一招致命， 否则起不到实效。 比如餐
饮企业在工商年检时， 要将该企业是否配合餐厨公司统一
回收餐厨垃圾作为一项考核指标， 不达标的直接取消其工
商执照。 “当面对企业存亡时， 谁也不敢忽视， 当儿戏
了。” 谢博士说。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的李健律师同样认为， 堵住
地沟油的， 要对那些不守法的餐饮企业下狠手， 因为它们
是源头， 是整个非法利益链条上的“首犯”。

“统一回收餐厨垃圾， 进行处理， 这是事关环保和市
民身体健康的好事， 在回收中竟然遇阻， 这本身就极不正
常。” 李健律师认为， 餐厨垃圾的回收漏洞必须堵住。 他
建议， 要像管理税收一样， 对不配合的企业给予重罚， 使
之得不偿失， 同时为了防止餐饮企业变相耍滑， 可以从其
原材料的采购中， 建立登记台账， 从而估算出餐厨垃圾的
量和潲水含油量， 在回收时， 进行比对。

� � � �地沟油的原材料是餐厨垃圾，将餐厨垃
圾回收后，加工提炼出地沟油。 为从源头上
杜绝地沟油， 长沙市于2012年6月1日实行
《长沙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 并经政府招
标，确定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为
垃圾收集处理单位，但实施半年来，该公司
一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并且在回收的餐
厨垃圾中收到的多数是饭渣和废水，含油量
远低于正常标准———

地沟油，
不守法餐饮企业是“首犯”

� � �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工人在从与公司签订合同的餐饮企业回收餐厨垃圾。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紧接1版①）这一周，湖南人才市场将
在湖南省展览馆（长沙市开福区营盘
东路19号）推出蛇年新春大型人才交
流活动，之后每周三、周五、周六持续
推出招聘会，直到3月30日。

从2月17日到2月23日，长沙人才
市场（贺龙体育场南门一楼）为求职者
和用人单位准备了“招聘黄金周”，招
聘会天天有，预设展位1200个，预计

数万人前来求职。 从2月27日到3月31
日， 则是长沙人才市场的“新春招聘
月”，每周除周一、周二之外天天都有
招聘会。

2月17日至3月2日， 湖南百花女
性人才市场（长沙市贺龙体育场东门
内）将举行“2013年新春8天连场招聘
大会”。 2月18日8:30至15:00，长沙经
开区在经开区人才市场（长沙星沙三

一路2号） 举办2013年春节大型公益
性现场招聘会， 众多园区企业将进场
求才。

还有一系列的企业专场招聘会
在节后推出， 如远大集团2月16日
至19日将在公司总部（远大城）举行
招聘会，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2013
新春专场招聘会， 将于2月20日至21
日在长沙人才市场进行。

(� 上接1版③)
� � � �近年来， 浏阳在提质升级传统花
炮产业的同时， 全力发展更安全、 环
保的新兴产业。 浏阳经开区集中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 吸引了威尔曼制药、

九芝堂斯奇制药等100多家生物医药
企业聚集园区， 成为全国医药企业最
集中的开发区。 浏阳经开区还以手机
配套件产业为起点， 发展电子信息产
业， 吸引了蓝思科技、 介面光电等一

大批电子信息企业的积聚。 浏阳制造
产业基地安心做好长沙工程机械、 汽
车产业配套园区， 短短3年时间积聚
了上百家工程机械、 汽车零部件企
业。

(上接1版②)
反对餐桌的奢靡浪费， 是改进作

风的突破口,也是让百姓能够看到、感
受到的环节。 其实，杜绝浪费，不能仅
仅盯着公务人员吃喝、公款消费问题，
更要关注与民生利益息息相关的工
程建设领域的资源浪费和权力滋生

的腐败行为，关注由行政决策失误、官
员追求自身利益等原因而造成的城
市建设中的各种“烂尾工程”、“豆腐渣
工程”。只有把桌面上的浪费行为和桌
面下的浪费行为都关进笼子里， 反浪
费才能真正见成效。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

优势。 “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
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
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习近平同志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告
诫， 表明了党中央的鲜明态度和坚强
决心，代表着全党同志的共同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