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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泰兴市张桥镇薛
庄村一处危废填埋点。其面积为 10 亩，上
方有塑料布覆盖，
四周用铁栏杆圈住。
记者
看到，
当地土壤一般呈现黄色，
而这块地的
表层土壤呈黑色，用铁锹开挖 50 厘米深后
依然可见“黑土”。
泰兴市公安局一位办案民警介绍，
2017 年 12 月份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有人借
农地复垦的名义偷埋化工废料。经侦查发
现，在 2017 年 4 月 25 至 7 月 7 日、12 月 5 日
至 7 日两个时间段，泰兴市友联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委托他人处理该公司的化工废料
单氰胺废渣，后者组织人员运输至张桥镇
薛庄村五组沟塘内，
累计填埋了 7997.6 吨。
张桥镇郭桥村一王姓村民说，村边高
速公路两侧有多个沟塘，
2016 年以来，
村里
对其中部分沟塘复垦。
当时，
他家 10 亩鱼塘
里的鱼还没抓完，就有卡车拉着“黑土”偷
偷填入鱼塘里。
这些“黑土”
刚刚倒入，
鱼塘
就像煮沸了一样冒气泡，
鱼都死了。
一些村
民怀疑这些“黑土”
是从周边化工厂里拉过
来的废料。
张桥镇几个村的村民向当地环保、公
安等部门多次反映，
后来虽然拉过来的“黑
土”
少了，
但是仍有大批建筑垃圾被拉来填
埋，
直到 2017 年底，
填埋才结束。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和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
单氰胺废渣属于危险废物。
永
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安洪逸告诉
记者，
单氰胺属于剧毒性物质，
在土壤污染
里属于比较严重的污染物。
当地村民反映，
曾在污染地块上种植树木，
但未存活。

非法处置几无成本，
村企勾结逃避监管
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的是一家什么企业？友
联化工官网显示，该公司主要生产医药及农药
中间体。
据警方调查，友联化工监事黄某为解决本
公司废渣胀库问题，
经法人代表徐某同意后，
找
到中间人王某两次分别以每吨 11.5 元和 13.5 元
的处置费，
委托处理单氰胺废渣。
正规处置与违法处置成本之间巨大的差
异，
是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的原因。
一家危废处置
企业负责人介绍，一吨单氰胺废渣按正规处置
成本需数千元，
非法填埋则只需十几元。
仅以查
实的 7997.6 吨计算，
能省去两三千万元。
虽然国家对填埋危废有明确规定，但涉事
企业与村干部勾结，绕开了监管。
“原薛庄村党
总支书记印某跟中间人王某有口头协议，默许
对方把
‘黑土’
拉过来填埋。
”
泰兴市公安局一办
案民警介绍，企业表示只要村里同意填埋危废
就可出钱，而复垦异地取土困难、成本越来越
高，
村干部唯利是图，
双方一拍即合。

老伴，
你会用微
信挂号么？

不会。
我们回家
慢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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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老年人徒增烦恼

污染土地种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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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活呼唤﹃适老化﹄

“黑土”倒入池塘致鱼死亡，

大量化工危险废料是如何偷偷﹃下乡﹄的？

为套取复垦项目资金，村干部默许企
业进村掩埋，导致至少近 8000 吨化工危险
废料偷偷“下乡”。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调
查发现，江苏泰兴一化工企业将单氰胺废
渣偷埋在当地多个村庄，使农地受到严重
污染。目前，泰兴市公安局以涉嫌污染环
境罪将涉案的 30 个犯罪嫌疑人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江苏泰兴至少填埋近八千吨化工废料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陆华东 郑生竹 秦华江

新闻·国内

网上购物、网上挂号、网上缴费……“一触
即发”
的网络服务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日益便捷。
而许多老年人却还在因为“玩不转”
手机而排队
挂号缴费，因为频频转发“养生谣言”而让人哭
笑不得……专家指出，要想让老年人的网络生
活不被“边缘化”，不仅科技产品需要增加便利
性，
相关网络信息的监管也需要强化。

别让老年人一路
“追赶”

后续安全处置面临多重难题，
应进一步加强惩处与问责
近年来，一些地方土地整治项目中将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甚至化工废料回填的事件频发。
今年初，
原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已发文，
要求土地
整治项目所需客土，要有相关部门审查合格的
鉴定报告，
包括客土来源地、土壤成分及土方量
等。
但仍难以做到全天候监管。
泰兴市国土局工作人员朱鹏认为，针对工
业固废“下乡”问题，应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环
保意识和监管能力，对违法行为坚决惩处和追
责。此外，属地政府、环保及国土部门之间应加
强协作，发现疑似利用土地整治项目偷倒工业
固废等环境污染情况时，
需及时互通信息，
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
据悉，
此次偷埋危废事件的后续安全处置，
依然面临多重难题。
“本地一家有资质的企业年处理量仅有
6000 多吨，在有限的时间内消纳不了近 8000 吨
危废。”张桥镇党委书记熊亚平说，他已联系了
江苏省内三家有资质企业，但都容量接近饱和
没有接收，
跨省转运处置更为困难。
（据新华社南京 12 月 4 日电）

“每次看病都是女儿在医院微信公众号上帮
忙挂号，
就医卡绑定的也是她的微信。
”
王叔今年
65 岁，
以前到医院看病都是自己早早去排队，
这
两年，
他发现直接去医院根本就排不上号了，
来
医院就诊的患者都是在网络上预约后再现场取
号。
“我玩不转手机，
每次都得让闺女帮忙。
”
“不应该让老年人
‘追赶’
互联网，
而应该让
互联网适应老年人的要求。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夏学銮认为，目前网络科技产品都将目光
集中在年轻人群体上，而忽视了老人的使用需
求。
“现代科技应当增加便利性，
让产品更简单，
更好服务中老年群体，而不是让这一群体逐渐
被边缘化。
”

健康养生谣言亟待监管
“吃活鱼竟能致癌”
“吃冬枣伤肝肾”
“紫菜
是塑料袋做的”
……这些健康谣言在“爸爸妈妈
的朋友圈”
广为流传，
让人哭笑不得。
前不久发布的《中国老年人互联网生活调
查报告》作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朱迪指出，
目前网络上流传的“鸡汤文”
“养生
文”是老年人受骗上当的一大来源。
“根据我们
的调查，
喜爱阅读养生保健类文章的老年人，
超
过 66.6%曾在网上受骗。
”
专家指出，
针对老年人的养生保健类信息，
特别是营销相关信息等的监管，
尤其需要强化。

鼓励上网消除数字鸿沟
“老年人成为提高互联网普及率新的增长
点，但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基数还很小。”中国
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发布的《老龄蓝皮书》
指出，
从过去对老年人吃穿温饱问题的重视，
转
变到使老年人逐步走近网络，把老年人引导到
现代生活中去，
使其适应新科技信息发展步伐、
与时俱进，
是社会观念的一大转变。
在信息化浪
潮下，
通过鼓励和帮助老年人上网，
能够缩小甚
至消除横亘在青年与老年之间、新兴科技与老
年生活之间的数字鸿沟。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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