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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的政策背景下,包头市把建立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任务。通过组织13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建立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2020年包头市
共纳入942家社会源产生单位,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71.26%,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量
9858.7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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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Source Hazardous Waste in Baotou City
Ye Liu
Baotou City Solid Waste Supervision Center
[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pilot construction of "no waste city", Baotou City tak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lection of hazardous waste and disposal system of social sources as an important task. By
organizing 13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units to establish the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 system,
Baotou city has had 942 social generation units in 2020, the coverage rate of hazardous waste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system was 71.26%, and the collection amount of hazardous waste from social sources was 9858.72 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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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代为录入社会源产生单位857家,其
中通过“社会源”模块(转移时录入)录
入已收集的社会源产生单位共85家,全
部为小型修理铺；因大部分经营单位未
完全按要求在录入“社会源”模块时录
入所有小型汽修单位名称,市生态环境
局向经营单位下发了社会源收集情况补
录表,经营单位对社会源收集情况进行
了再梳理,共补录社会源产生单位772家,
全部为小型修理铺。
2.2收集处置体系覆盖情况。
2.2.1参与收集处置体系的危险废
物经营单位。包头市现有持有危险废物经

单位收集过或签订过合约的经营单位,

通过建立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

营许可证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18家,其中

由经营单位代为统计上报,与上文2.1.2

体系,2020年包头市共纳入942家社会源

能够接收废矿物油、废铅蓄电池、实验室

和2.1.3数据相同。

产生单位,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

废物这三类社会源危险废物的经营单位

经统计纳入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收集

系覆盖率71.26%,覆盖率达到了“无废城

有13家,包括收集单位9家,综合利用单位

范围的有942家,其中汽车4S店64家、小

市”试点建设指标要求,社会源危险废物

3家,处置单位1家。收集能力共96.32万吨

型修理铺857家、科研院所21家,占比详

收集量9858.72吨,除白云区、达茂旗和

/年,其中废矿物油收集单位2家,利用单

见图1：

固阳县三个偏远旗县收集覆盖率较低外,
其他旗县区收集覆盖率均大于50%。

位2家,收集能力为60.22万吨/年；废铅蓄

2.2.3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

电池收集单位7家(1家既能收集废铅蓄电

系覆盖率。经计算包头市2020年社会源

[参考文献]

池也能收集废矿物油),利用单位1家,收

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为71.26%,

[1]任立明,王志国,郑磊.我国社会源

集能力33.1万吨/年；实验室废物处置单

“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指标要求为2020

危险废物产生、回收及处置现状及管理对

位1家,处置能力3万吨/年。

年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

策[J].中国环境管理,2013,5(2):59-64.

达到50%,经对比2020年覆盖率已远超
“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指标要求。
2.2.4各旗县区收集覆盖情况。各旗
县区纳入收集处置体系的产生单位和收
集覆盖率详见图2,可以看出除白云区、
达茂旗和固阳县这三个偏远旗县收集覆

图1 纳入收集体系的社会源产生单位组成
2.2.2纳入收集处置体系的产生单
位。纳入收集处置体系的产生单位,包括
所有在信息系统注册并备案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的社会源产生单位(填写管理计
划需要填报拟委托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视为纳入收集处置体系),以及所有经营

20

[2]刘光富,田婷婷,刘嫣然.中国典
型社会源危险废物的资源潜力分析[J].
中国环境科学,2019,39(02):691-697.
[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J].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26):39-40.
[4]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

盖率较低外,九原区、东河区、昆区、高

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和《“无废城市”

新区、青山区、石拐区和土右旗收集覆

建设指标体系(试行)》的函[J].再生资源

盖率均大于50%。

与循环经济,2019,12(05):3-12.

2.2.5收集量。2020年全市经营单

作者简介：

位收集社会源危险废物共9858.72吨,

刘叶(1985--),女,汉族,内蒙古乌兰

其 中 废铅蓄电池7559.99吨,废矿物油

察布市人,工程硕士,包头市固体废物监

2294.14吨,实验室废物4.59吨。

管中心,环境保护工程师,研究方向：固

3 结论

体废物管理。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