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汞管理专题政策研究中国汞管理专题政策研究中国汞管理专题政策研究中国汞管理专题政策研究

汞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组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1年年会
2011.11.16



项目任务项目任务

中国汞污染防治政策建议中国汞污染防治政策建议

也为其他重金属污染防治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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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要内容

1. 项目背景

2. 项目主要发现

3  中国涉汞行业战略与行动计划3. 中国涉汞行业战略与行动计划

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中国汞管 优先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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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1. 项目背景

汞具有持久性 生物蓄积性和毒性 是一种具有全球迁移性汞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毒性，是一种具有全球迁移性
的环境污染物，且即使在非常低的浓度水平下也会对人体健
康以及水陆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康以及水陆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中国已经在限制汞使用和排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
是世界 大的汞生产 消费和排放国是世界 大的汞生产、消费和排放国。

中国目前的汞管理现状尚不能满足日趋提高的公众健康、环中国目前的汞管 现状尚不能满足日趋提高的公众健康 环
境安全和职业安全需要。因此需要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
建立全国汞战略和行动计划。

汞公约谈判客观要求中国在推进汞管理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并与绿色发展战略和国际贸易利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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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绿色发展战略和国际贸易利益相 致。



…拟解决的问题…拟解决的问题

减少中国居民的汞暴露

减少汞排放

The Global Atmospheric Mercury Assessment UNEP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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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汞污染状况

2007年中国主要涉汞行业
大气汞排放量

2007年中国主要用汞行业
汞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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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汞排放量 汞使用量



…中国汞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中国汞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汞的暴露途径汞的暴露途径

• 饮食暴露
• 环境介质暴露

h b S i h i

• 环境介质暴露
• 职业暴露
• 日常生活暴露

Photo by Eugene Smith，Minamata, 
1972

日常 活暴露

可能存在暴露风险的人群：可能存在暴露风险的人群：

在沿海地区，鱼类和海产品是重要的汞暴
露源。

汞矿周边地区主要以当地作物为生的居民。

从事汞矿开采、冶炼和电石法PVC生产等从事汞矿开采、冶炼和电石法 V 生产等
行业的工人。



2. 项目主要发现. 项目主要发现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在2020年前实现小康社会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在2020年前实现小康社会

的发展目标，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带来相应的
环境成本环境成本。

燃煤、冶炼和水泥等行业是中国大气汞排放的
大排放源。

中国的VCM/PVC行业是全球 大的用汞行业 诸中国的VCM/PVC行业是全球 大的用汞行业，诸
多含汞产品的生产也用到大量的汞。

2010年中国总用汞量约为1 300 MT 占全球用2010年中国总用汞量约为1,300 MT，占全球用
汞总量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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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主要发现2. 项目主要发现

局地汞污染事件主要发生在汞矿开采的污染场地以
及小型冶炼厂附近及小型冶炼厂附近。

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可以通过改善冶炼、PVC生产以健康与安 问题 改善冶炼 产
及水泥生产等行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得以减少。

汞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和机构能力有待完善和加强汞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和机构能力有待完善和加强。

通过采用 佳可行技术和其它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通过采用 佳可行技术和其它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
排措施可以实现显著的汞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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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汞管理战略与行动计划3. 中国汞管理战略与行动计划

建立强制性国家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建立强制性国家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

减少公众健康风险措施；

加强对污染场地的严格管理；

健全 管 体系的行动健全汞管理体系的行动；

改善重点涉汞行业环境绩效的行动；改善重点涉汞行业环境绩效的行动；

推进绿色转型的措施（行业和社区）；

提高公众认识的措施；

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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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推进汞与其他重金属的协同控制…推进汞与其他重金属的协同控制

燃煤 铅 镉 铊和锌• 燃煤：铅、镉、铊和锌

• 有色金属冶炼：铅、镉、铊和铜

• 管理体系能力加强

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 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

– 完善国家强制性标准制定和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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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汞与其他重金属的协同控制
不同行业预期收益的定性评估

行业 涉汞程度 早期行动 健康和环境收益 重金属协同收益

…推进汞与其他重金属的协同控制

行业 涉汞程度 早期行动
可能性

健康和环境收益 重金属协同收益

中国 全球

燃煤电厂 ++燃煤电厂

燃煤锅炉 +++
有色金属冶炼 ++
水泥生产 ++
VCM/PVC生产 ++++ 无

电池生产 ++电池生产 ++
温度计 ++ 无

血压计 + 无血压计 无

荧光灯 + 无

牙汞齐 + 无

汞矿 ++++

好 较好 好 +不高、++一般、+++较高、++++很高



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及早行动，推进解决影响公众健康的关键环境问题

• 关闭小型高污染冶炼厂

– 加大执法力度 关闭落后的小型高污染冶炼厂– 加大执法力度，关闭落后的小型高污染冶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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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及早行动，推进解决影响公众健康的关键环境问题

• 减少燃煤排放

及早行动 推进解决影响公众健康的关键环境问题

– 推进采用 佳可行技术；

– 减少燃煤需求；

– 增强汞减排与其他污染物的协同控制。

• 保护公众健康，减少汞暴露

– 保护公众健康，减少汞暴露；

– 确保污染场地以及尾矿区的安全管理；确保污染场地以及尾矿区的安全管 ；

– 加强监督执法力度，减少非法经营
(如小金矿开采及不适当的废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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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公众健康…保护公众健康

废 触煤工人处理废汞触煤 小孩子玩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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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控制 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 促进全球汞

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控制，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促进全球汞
减排

• 燃煤锅炉：在可行的情况下采用燃气锅炉、使用低汞煤炭、
替代小型低效的燃煤锅炉，并针对大型燃煤锅炉设定更为
严格的排放标准严格的排放标准；

• 燃煤电厂：分别针对2015年和2020年设定更为严格的标
准限值准限值；

•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借鉴国外先进技术，鼓励研发国内创
新技术 逐步加严汞污染物控制标准限值新技术，逐步加严汞污染物控制标准限值；

• 水泥行业：逐步加严排放标准限值，推进汞与其他污染物
协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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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控制。



…大气汞减排量的估计大气汞减排量的估计

涉汞行业 基本排放量(吨) 到2020年预期减排量(吨)涉汞行业 基本排放量(吨) 到2020年预期减排量(吨)

燃煤电厂 123 49燃煤电厂 123 49 
(40%)

燃煤锅炉 213 85燃煤锅炉 213 85 
(40%)

有色金属冶炼 116 111 
(96%)

水泥行业 90 50 
(55%)

总计 542 295总计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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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减少汞的使用和需求，建立汞的闭路循环，推进汞的回收
和利用

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和利用

• VCM/PVC 行业

– 推进采用经济有效的无汞PVC生产工艺；

– 积极寻求机会，推进由使用煤炭的工艺向使用油、气的
工艺转变工艺转变；

– 针对用煤部分，支持开发和采用低汞和无汞触媒技术，
以满足国家确定的2012 2015以及2020年国家发展以满足国家确定的2012、2015以及2020年国家发展
目标；

– 加大投资力度，推进无汞工艺研发；

– 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逐步追踪并控制汞进入到
VCM/PVC行业的废物流和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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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减少汞的使用和需求，建立汞的闭路循环，推进汞的回收
和利用

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和利用

• 建立用汞行业汞的闭路循环

建立有效的汞回收系统和废物管理制度 减少对新汞的– 建立有效的汞回收系统和废物管理制度，减少对新汞的
需求；

– 建立到2015年的汞供给总量控制目标– 建立到2015年的汞供给总量控制目标。

• 完善含汞产品汞含量标准

完善法规建设 建立更严格的含汞产品汞含量标准– 完善法规建设，建立更严格的含汞产品汞含量标准；

– 开发和使用无汞、低汞产品；

– 完善回收技术 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完善回收技术，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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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使用量减量估计…汞使用量减量估计

涉汞行业 基本使用量(吨) 到2020年预期使用量(吨)

VCM/PVC 行业 780 780  (208+286+286)
(100%)

电池生产 140 112
(80%)

温度计 109 54温度计
(50%)

血压计 118 40
(34%)(34%)

紧凑型荧光灯 68 47
(70%)

荧光灯 130 101
(78%)

总计 1345 1134总计 1345 113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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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强化保障措施，推进无汞绿色经济

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4. 中国汞管理优先行动建议

强化保障措施，推进无汞绿色经济

• 立法及管理（政策制定及执行）
– 建立强制性汞排放清单；

– 加强汞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建设；

加强行业自制能力– 加强行业自制能力。

• 知识与创新
加强对食品 人体和环境中汞的监测– 加强对食品、人体和环境中汞的监测；

– 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技术；

– 加强教育与意识能力建设。加强教育与意识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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