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马晓澄 孙飞

你你的旧手机的旧手机
去去哪了哪了

正规回收率不到2％
有的被以旧充新转卖

“这些都是我和家人这几年淘汰下来的旧手
机。”家住深圳市福田区的张丽指着家里的近十部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旧手机说。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存量闲
置手机保守估计有上亿部，而正规回收率不到
2％。旧手机的“归宿”在哪儿？

存量闲置手机上亿部 一块
手机废旧电池可污染3200桶标
准桶装水

张丽是一名追求时尚的80后。“现在手机更新
换代太快了，我平均一年左右就要换部新手机。”她
说，旧手机的处理是个难题，“旧手机存储了大量个
人信息，不敢随意丢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
我国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5.6亿部，同比增长8％。
从事手机回收业务的回收宝合伙人熊洲估计，我国
每年产生的闲置手机至少4亿部，存量闲置手机约
10亿部。爱回收总裁郑甫江表示，存量闲置手机的
数据目前业内没有权威统计，但至少是以亿计。

“如何有效处理量级巨大的废旧手机，亟待引
起重视。”熊洲表示。

某手机以旧换新官网显示，一旦手机进入报废
回收环节，金、水银、铅、镉等重金属的处理十分难
以控制，一块电池所含镉可污染6万升水，相当于日
常饮水机使用的3200桶标准桶装水。

正规回收率不到2％ 不少
手机被以旧充新转卖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手机正规回收率不到
2％。爱回收是许多手机品牌和京东的官方合作伙

伴，公司总裁郑甫江表示，以爱回收为例，收手机时
要进行实名登记，以确认来源合法正规；收到手机
后会进行分类，状况好的会完成数据清理后挂到京
东优品等渠道上标注二手手机售卖，不能再次利用
的会交给有环保资质的企业拆解。

但记者调查发现，正规回收渠道之外，灰色交
易行为大量存在。

——回收。北京中关村、广州天河电脑城、深
圳华强北等地，有不少宣称可高价回收手机的店铺
和个人。在华强北，记者拿着一部使用了三年的苹
果6手机询问了几家商铺，对方在确认手机使用状
况良好后，均表示可以收购，开价从700元到900元
不等，不需任何身份登记。当记者咨询会否对手机
数据做清理时，店主均没有正面回答，有店主反问：

“你的数据对其他人有价值吗？”
——流通。据调查，一些回收的旧手机会重新

流入市场。位于华强北的飞扬时代大厦是二手手
机集散地之一。从下午两点开始到六点，这里都是
人来人往。从事了十几年手机回收业务的林越先
生说，从各个渠道回收来的苹果手机，都到这个市
场寻找下家，有的当二手机转卖，也有一些人偷偷
摸摸做翻新，再以旧充新转卖，牟取暴利。

去年5月，邓先生在东莞市厚街镇一家通讯器
材店买了一部苹果手机，购机两个多月以后发现该
手机即将过保修期。经东莞消委会介入调解后，商
家承认该手机是翻新手机。东莞市消委会副主任
麦惠贤表示，在去年接到的消费者投诉中，手机通
讯类投诉最多，集中在不法商家在未告知消费者的
情况下销售翻新机。

——拆解。没有使用价值的二手手机，最终归
宿就是被拆解成各个零配件。以往，很多手机的拆
解是在广东汕头贵屿镇的不规范小作坊里进行的，
环境污染严重。近些年，这里的拆解都要在循环产

业园里完成，接受监督。
一家负责手机拆解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公司一天可以处理2万台手机，一台报废的手机
经过三四道工序后，会拆解成塑料、不锈钢、摄像
头、主板等小配件，再分别卖给专门处理的厂商处
理。但由于达到环保标准的拆解成本很高，还有不
少小作坊在非法从事拆解。

严厉打击非法翻新出售 出
台政策鼓励回收处理

在业内人士看来，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仍存在不
少难点。一方面，需要营造良好市场秩序，让可以
二次利用的手机得到再次利用，对不能回收利用
的，应加大对正规拆解企业的扶持力度，压缩非法
拆解产业空间。

360手机卫士安全专家葛健建议，通过立法保
护好公民信息安全，免除消费者后顾之忧。郑甫
江建议，公安等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灰色回收产业
链的打击力度，尤其是严厉打击非法翻新和出售，
非法从手机中窃取用户隐私和非法随意拆解等行
为。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在发达国家，手机谁生产、
谁回收、谁处理是惯例。手机通过运营商等途径销
售占较大比例，消费者购买新机时，不少旧手机同
时被回收。而在我国，企业对消费者手机进行回收
的行为还未形成。

熊洲表示，2016年新版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目录》将手机纳入其中，这意味着手机回收将
被纳入国家政策和基金扶持的管理范围，但具体细
则仍未出台，他建议尽快出台针对废旧手机拆解处
理补贴细则。

（据新华社广州1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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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发力
走出“救火式”治理

如何推动“寻药记”早日谢幕？
——完善监测预警，搭建短缺药品多源信息采

集和供应业务协同应用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国将扩大监测范围，在目前500多个医疗机构监测
哨点基础上，向生产和流通等重点环节延伸，推动
实现信息监测全覆盖。“从‘使用端’前移到‘工业
端’，有助于直接实现‘未雨绸缪’。”中国药学会科
技开发中心副主任肖鲁说，今后应加快推动主管部
门提出的短缺药品及其原料药生产企业停产备案
制度，缩短短缺实际发生与应对机制启动的“时间
差”。

——动态调整完善短缺药品清单。专家介绍，
疾病谱、重点人群临床用药需求、突发事件应急保
障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过程，“解决药品短缺并非一
日之功”。今后，我国还应完善药品短缺标准动态
确定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科学建立药品常
态储备机制。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联动。业内人士
指出，解决廉价必需用药“叫好不叫座”的问题，需
同时推进医保付费方式改革，调动医疗机构使用廉
价“救命药”的积极性；还要建立科学的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制度，引导医务人员选用价廉质优的药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救命药”断了供怎么办？
我国将全链条为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开出“药方”

新华社记者 王宾 毛振华

针对近日儿童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临床必需用药国产巯
嘌呤片在多地遭遇短
缺，国家卫生计生委相
关负责人21日表示，按
照此前重点监测情况，
20 日已完成应急生产
检验首批295万片巯嘌
呤并已陆续发货。各
地将抓紧协调组织做
好采购配送工作，直接
挂网采购，确保供应。

药品短缺近年来
为何频现？让医患双
方不再为“救命药”断
供“揪心”、回应民生医
疗关切，我国将通过完
善监测预警、优化药品
研发流程、加强供需协
调等全链条发力，让

“一药不再难求”。

130个药已列入
短缺药监测清单

心脏病临床手术必用药鱼精蛋白、治
疗儿童心功能不全的地高辛口服液……国
家卫计委汇总分析各地监测上报品种并委
托中国药学会调查发现，我国药品短缺集
中在常用低价药和专科、急（抢）救药。

今年6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9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
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建立短缺药
品供应保障分级联动应对机制，实行短缺
药品供应保障分类精准施策。有关负责
人表示，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鱼精蛋白、丝
裂霉素等130个临床急需短缺用药均已
列入清单管理。

“此次巯嘌呤片出现短缺后能够迅速
恢复市场供应，源于短缺药品监测网络的
逐步建立完善。”国家卫计委药政司副司
长张锋说，按照有关要求，卫生计生部门
近两年建立的短缺药品监测网络前期已
经监测到巯嘌呤的短缺风险预警，从8月
份起就通过加速相关企业GMP认证等措
施进行应对。而按照药品生产流通的一
般规律，若无预警监测，恢复供应还需要
半年左右。

药品短缺原因
复杂多重

到2020年，我国将构建短缺
药品信息收集、汇总分析、部门协
调、分级应对、行业引导“五位一
体”工作格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从全
链条看，药品结构性、局部性短缺

“症结”何在？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牛正乾指出，药品是特殊商品，对病
人属于“刚需”。完全靠市场，药品
生产成本上涨，利润空间下降，药企
不愿意生产，价格低、用量小的药品
就容易短缺。

“就源头端而言，我国是原料药
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总体上看，原料
药工业属于精细化工，生产工序多、
投入大、高耗能。同时，市场对原料
药的依赖度高。”业内人士透露，目
前，国内有巯嘌呤原料药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3家，但仅1家实际在产；
而主要在产的制剂企业因原料药价
格上涨过快采购困难停产，加速导
致了巯嘌呤片供应较大程度短缺。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宣布将朝鲜重新列入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名单，进一步加大对朝施压力度。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恐造成美朝之间紧张对
抗加剧。 （据新华社）

美国宣布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恐国家”名单

国 际 表 情

新华社太原11月21日电 （李国
利 赵金龙）11月21日12时50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六号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吉林一号视频04、
05、06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发射任务是长光卫星技术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负责的商业遥感卫星
创新工程——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
三次发射。据介绍，这一工程由60余
颗卫星组成遥感观测星座，具备宽幅
成像、高分成像、多光谱成像、视频成
像等观测能力，主要为政府部门、行业

用户等提供遥感数据和产品服务。
吉林一号视频04、05、06星，采用

一体化设计，充分继承了视频03星成
熟单机和技术状态，并根据商业市场需
求对星载相机系统进行了性能优化，将
逐步完善增强星座观测能力，更好地促
进遥感行业应用、商业市场推广。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代
三级液体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负责研制生产。

这次发射，是长征六号运载火箭
的第2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的第255次飞行。

我国“一箭三星”成功发射
吉林一号视频04、05、06星

11月20日，德国联盟党（由基民盟
和基社盟组成）领导人、总理默克尔在
柏林出席会议。

默克尔20日表示，组建少数派政
府不利于政局稳定，与其如此，不如重
新举行大选。她还表示，一旦德国重
新举行大选，她愿意再次带领联盟党
参选。 新华社/路透

默克尔称
可能重新举行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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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认真落实国网公司党的建设“旗帜领航·三年
登高”计划，11月20日，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组织开展了分层分类党建工作制度
考试，该公司100多名党支部书记及委员参加了考试。

为确保学习效果，此次考试前该公司印发了50套共计200本制度汇编，并组织
了系统学习。此次考试针对学习内容重点考察了中央、重庆市党建工作制度；国网
公司党建工作通用制度；国网公司党建工作非通用制度；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党建
工作辅助性制度；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党建工作规范性管理文件。按照党建制度
学习和封层分类普考的要求，该公司此次未考人员将另行安排补考，确保全覆盖。
考试结束后，参考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考试，考察出自身党建工作制度知识掌握
情况，为进一步提升党建理论工作明确了方向。

该公司表示，通过此次考试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队伍专业素养，有效促进了党务工
作者学习制度、带头执行、提升业务能力，为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夯实了基础。 李明月

市区供电:开展党建工作制度考试

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
➡津巴布韦议会21日宣布，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

11月20日，在俄罗斯索契，俄罗
斯总统普京会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普京说，尽管在叙利亚取得对恐
怖分子的完全胜利还很远，但叙当前
最重要的任务是转入国内和谈，通过
和平手段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和实
现叙利亚长期稳定。

新华社/法新

普京称
叙利亚应转入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