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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的危害，管理制度与处置⽅式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

关活动中产⽣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医疗废物属于危险

废物，其分类按照《医疗废物分类⽬录》执⾏。医疗废物（以下简称医废）由于具有存在传染性

病菌、病毒、化学污染物及放射性等有害物质，具有极⼤的危险性，位列我国危险废物名录中

第1位。随着经济、医疗事业发展，医疗废物产⽣量和处置量也⼀直处于攀升状态。⽣态环境部

在2019年12⽉份发布的《2019年全国⼤、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指出2018

年，我国200个⼤、中城市医疗废物产⽣量81.7万吨，处置量81.6万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

疗废物处理的压⼒更是急剧增加，医疗废物的处理能⼒随之增强，也带来了环境压⼒⽅⾯的

隐患。截⾄2020年5⽉30⽇，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为6179.4吨/天，相⽐疫情前的4902.8吨

/天，增加了1276.6吨/天，⽐疫情爆发前增加了26%。⾃1⽉20⽇以来，全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42.2万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的医废处理量为环境带来了压⼒，为企业的合规运⾏带来了挑

战。

在疫情可能⼀段时间内持续的情况下，医疗废物的处置将持续处于⽐同期紧张的状况，

带来公共卫⽣和环境⽅⾯的⻛险。因此，科学管理医疗废物，注意医疗废物带来的环境影响⼗

分重要。⾃疫情发⽣以来，⽣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

物环境管理⼯作的通知》，并定期通报医疗废物，医疗污⽔处置和环境监测情况，医疗废物的

处理及其环境影响⼀直受到关注。

我国对于医疗废物的管制既有专⻔的法规条例，也有《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

中归类到“危险废物”的处理⽅式。专⻔的法规和规章主要有《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

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部⻔规章，主要规定了医疗废物的运输、处理，主要⽬的在于避免

医疗废物的泄漏。从危险废物管理的⻆度来看，还有《环保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般性环境保护、固废污染防治的法律进⾏规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将医疗废物定义为危险废物的⼀种，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其处置由特殊的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理。

01



依据公开的信息，截⾄2020年3⽉，全国共有482家医废处置企业。这些企业的主要处置

⽅式有⾼温焚烧、⾼温蒸汽灭菌、化学消毒、微波消毒等。这些处置⽅式的优缺点⻅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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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处理⽅法序号

各种医疗废物处理技术对⽐

缺点

对破碎系统要求⾼；对pH检测要
求⾼；湿式处理会有有害物质产
⽣；不适⽤于放射性废弃物、挥发
或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1

2

3

4

⾼温焚烧法

⾼温蒸汽
灭菌法

化学消毒法

微波处理法

废物毁形彻底，适合所有医疗废
物；可⼤规模运⽤；运⾏稳定；消
毒去污效果好；潜在热能可利⽤；
技术成熟

投资少、操作费⽤低；易于检测；
残留物危险性较低；消毒效果好；
适⽤范围⼴

操作简单⽅便；除臭效果好；成本
低；对于⼲式处理效率⾼，不会产
⽣废液、废⽓

废物毁形效果好；环境污染⼩；操
作简便

成本⾼；空⽓污染严重；易产⽣有
害⽓体；底渣和⻜灰具有危害

处理后体积和外观变化少；产⽣
空⽓污染物；甲醛、苯酚和汞不能
被处理

建设和运⾏成本较⾼；不适合⾎
液和危险化学物质的处理

在不同的处理⽅式中，焚烧的⽅法尤为普遍，在医废处置中地位重要。482家医疗废物处

置企业中，医废的处理⽅式主要有焚烧、⾼温蒸汽灭菌，⾼温蒸煮、微波消毒、⼲化学消毒等，



其中处理⽅式包括“焚烧”的有96家，包含“⾼温蒸汽灭菌、⾼温蒸煮”的有32家，包含“⼲化学

法”的有7家。26家企业使⽤了⼀种以上的处理⽅式。由此可⻅，焚烧是医废处置企业中最普遍

应⽤的处理⽅式，对环境和⼈体健康的影响值得关注，信息公开尤为重要。

1、医废处置企业整体合规表现

2017-2019年，数据库中医废处置企业违规数量居⾼不下并且分布集中。2017-2019年

间，共有113家医废处置企业存在违规记录，违规记录总数达250条。企业违规主要集中于废

⽓违规排污、医废和废渣的暂存和转运环节违规、在线监测设备以及环保设施未正常使⽤、废

⽔违规排放四个类型。这四种类型的违规记录数量依次分别占⽐为：29%、31%、11%、8%，其

他类型排污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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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处置⽅式相对其他⾮焚烧处置⽅式，会排放⼆噁英、多环芳烃、多氯联苯、重⾦属等

剧毒物及氯化氢、氟化氢和⼆氧化硫等污染物，还会产⽣炉渣和危险废弃物⻜灰。其他⾮焚烧

处置⽅式，如填埋，会产⽣废⽔和臭⽓，对⽔流和⼟壤造成污染。通过梳理⽂献，⽆毒先锋发

现我国医疗废物焚烧处置⾏业的环境⻛险令⼈堪忧，例如：烟⽓⼆噁英频繁超标、⼀些⼯⼚周

边环境⼆噁英和重⾦属含量⾼、⻜灰重⾦属和⼆噁英含量⾼等。（详细可阅读⽆毒先锋发布的

解毒档案《令⼈堪忧的医疗废物焚烧处置环境表现》）

为了进⼀步了解医废处置企业环境表现，⽆毒先锋在公众环境研究中⼼(下⽂简称IPE)的

⼤数据⽀持下，在其搭建的蔚蓝地图数据库中获得了482家医废处置企业的环境监管信息

（包括企业环境违法违规⾏为、⾏政处理、处罚决定、整改要求与期限等）和企业⾃⾏监测信

息（在线监测数据、⾃⾏监测年报），发现企业在合规运⾏和⾃⾏监测信息公开⽅⾯亟待改

善。

⼆、�医废处置企业合规运⾏情况

1



04

医疗废物处置企业主要违规⾏为以及占⽐情况

每年医废处置企业总的违规次数变化不⼤，2017-2019年均在80次左右。

医废处置企业违规次数多的主要分布在⼴东、⼭东、浙江、江苏、福建、河北、云南、⼴西、

⿊⻰江和安徽等地区。其中，⼴东、⼭东和浙江三省违规企业数量位于31个省(⾃治区、市)前

三名，分别为11家、9家、9家。这些违规次数可能与当地医废处置企业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地

⽅政府执法的严格程度，医疗废物处置企业在当地的数量、密度和发展程度相关。

2、医废焚烧处置企业合规表现

� � � 相⽐其他类型的医废处置企业，医废焚烧处置企业违规次数较多，罚款总额较⾼。� 2017-

2019年64家焚烧处置企业存在161条违规信息，医废焚烧处置企业在医废处置企业违规总次

数中占⽐达到57.4%。医废焚烧处置违规企业数量在医废处置违规企业数量中占⽐医废⾮焚

烧医废处置企业⾼出14.8%。其中违规次数前10企业名单如下：

企业名单序号

2017-2019年医废焚烧处置企业违规次数top10

省份 地市 违规次数

济宁市远东医疗垃圾⽆害化处理有限公司1 ⼭东 济宁 13

⻢鞍⼭澳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 安徽 ⻢鞍⼭ 9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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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宝⻬来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3 海南

⼴东

⼴西

浙江

⼴东

福建

宁夏

浙江

⼴东

⼴东

⼴东⽣活环境⽆害化处理中⼼有限公司4

柳州市绿洁固体废弃物处置中⼼5

衢州市清泰环境⼯程有限公司6

梅州⾦川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7

厦⻔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8

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9

台州市德⻓环保有限公司10

茂名粤西危险废物处理中⼼11

中⼭市名城名德环保有限公司12

三亚

⼴州

柳州

衢州

梅州

厦⻔

银川

台州

茂名

中⼭

7

7

7

6

6

6

4

4

4

4

从被处罚⾦额总量看，2017-2019年医废处置企业被处罚⾦额进累计达到1714.138万元，其

中焚烧处置企业累计罚款⾦额达到1356.522万元，在医疗废物处置企业总罚款中占⽐达到

79.1%。其中处罚⾦额前10企业名单如下：

企业名单序号

2017-2019年医废焚烧处置企业处罚⾦额top10

省份 地市 罚款⾦额

三亚宝⻬来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1 海南 三亚 174

⼴东⽣活环境⽆害化处理中⼼有限公司2 ⼴东 ⼴州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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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正晓环保投资有限公司3 云南

安徽

浙江

浙江

浙江

辽宁

⼴东

浙江

⻢鞍⼭澳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4

丽⽔市⺠康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5

台州市翔进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6

衢州市清泰环境⼯程有限公司7

盘锦京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8

茂名粤西危险废物处理中⼼9

湖州市星鸿固体废物综合利⽤处置有限公司10

昆明

⻢鞍⼭

丽⽔

台州

衢州

盘锦

茂名

湖州

113

98

77.1

69.02

57.4

55

50.54

46

对违规次数和罚款⾦额对⽐，可以发现⼆者具有⼀定的重合度，其中三亚宝⻬来医疗废物处

置有限公司，⼴东⽣活环境⽆害化处理中⼼有限公司，衢州市清泰环境⼯程有限公司，茂名粤

西危险废物处理中⼼等四个公司在两个榜单上同时出现，说明违规次数越多，处罚⾦额可能

更⼤。但⼆者重合度不⾼，在两个榜单同时出现的企业排名也有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违规性质

的不同，造成损害的不同带来罚款的差异，如多次轻度违规的处罚⼩于⼏次严重违规。另⼀种

可能是与不同地⽅的执法情况有关，多次违规但未能得到⾜够的惩罚。

� � � � �和医废处置企业整体的情况相似，2017-2019年企业违规类型集中在废⽓违规排污、医疗

废物和灰渣的管理以及暂存、在线监测设备或者环保设施存未安装以及未正常使⽤和废⽔违

规排放4⼤类。其中废⽓违规排污较为突出，为54次。医疗废物和灰渣的管理以及暂存存在的

违规36次、在线监测设备或者环保设施存未安装以及未正常使⽤19次、废⽔违规排放12次、

其他各种类型45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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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处置企业主要违规⾏为以及占⽐情况

� � � � 2017年-2019年医废焚烧处置企业违规主要分布在18个省（市、⾃治区），其中违规次数达

到10次以上有5个省份，过去三年企业平均违规次数将近9次。

3

31个省（市、⾃治区）焚烧处置企业违规次数

������2017-2019的三年中每年医废焚烧处置企业违规记录和违规企业数量均居⾼不下。2017-

2019年焚烧处置企业平均每年违规数量在54次以上，违规次数最少的的⼀年也达到45次。

平均每年违规企业数量为32家，违规企业数量最少的⼀年也达到26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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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企业污染物排放的信息应当被及时披露。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

企业⾃⾏监测数据公开情况有着如下要求：

1、医废处置企业属于重点排污单位，《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中指出：（1）、

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具体参⻅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的企业事

业单位；固体废物集中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纳⼊⼊⼤⽓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2）、持有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利⽤的企业事业单位纳⼊⼟壤环境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名录。

2、医疗废物处置企业应该披露排污信息以及设施运营情况，根据《中华⼈⺠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和《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中的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公开排污信息，

包括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式、排放⼝数量和分布情况、排放浓度和总量、

超标情况，以及执⾏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定的排放总量，接受社会监督。

三、�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

过去三年医废处置整体表现违规记录较多，其中由超标排污导致的违规处罚记录较⾼，

尤其焚烧处置的医疗废物处置企业更为突出。焚烧处置医疗废物企业违规次数在医疗废物

处置企业在企业总违规次数中占⽐达到57.39%。医疗焚烧处置企业整体违规⽔平不低。

医废处置企业在废⽓排放、医废以及灰渣管理⽅⾯违规企业较多，违规次数较⾼。其中医

废焚烧处置企业在违规企业中的⽐例也⾮常⾼。这些现象说明医废处置废⽓治理⽅⾯环保

投⼊或者环保设备稳定性存在问题，企业内部医疗废物管理、灰渣管理规范性存在很多不

⾜。

3.⼩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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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疫情期间医废处置企业⾃⾏监测数据信息公开情况

医废企业⾃⾏监测信息公开

度⾮常低。⽆毒先锋通过对31个省

（直辖市、⾃治区）482家医疗废物

处置企业进⾏信息收集，发现仅有

56家企业在各个省、市企业⾃⾏监

测信息平台披露企业⾃⾏监测排

污数据，仅占需要披露企业总数的

11.62%。截⽌到2020年3⽉，⽆毒

先锋通过在企业⾃⾏监测信息公

开平台上抓取2019年医疗废物处

置企业⾃⾏监测年报进⾏收集整

理，分析结果显⽰企业⾃⾏监测年

报公开情况不容乐观。2019年总共

有24家医疗废物处置企业公开

2018年企业⾃⾏监测年度报告，对

⽐医疗废物处置企业的庞⼤数量，

公开监测信息的企业数量极少。对

⽐医废处置企业⾃⾏监测数据的

公开情况，医废焚烧处置企业在线

实时企业监测数据公开情况，

2019年企业披露⾃⾏监测年报情

况，未公开的情况均远远⼤于公开

的情况。（⻅图表1、图表2、图表3）

图表1��医废处置企业⾃⾏监测监测数据公开情况

图表2��医废焚烧处置企业在线实时⾃⾏监测数据公开情况

图表3��2019年企业披露⾃⾏监测年报情况



2、有数据公开的医废焚烧处置企业的总体情况

⽆毒先锋针对2019年12⽉13⽇-2020年3⽉13⽇期间的医废焚烧处置企业实时在线监测

数据⽇均值超标情况进⾏分析，发现⽇均值超标企业8家，⽇均值超标总次数达到52次。⽇均

值超标企业数量在公开实时在线数据的企业数量中占⽐达到22.9%。其中⽇均值超标企业名

单如下：

10

企业名单序号

2019年12⽉13⽇-3⽉13⽇⽇均值情况超标企业

地市 超标次数

⽯家庄市医疗废物处置中⼼

福建绿洲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鞍⼭澳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市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菏泽万清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卫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临沂永洁环保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乌海赛⻢⽔泥有限责任公司

1

2

3

4

5

6

7

8

⽯家庄

南平

⻢鞍⼭

威海

菏泽

西安

临沂

乌海

16

11

10

6

3

3

2

1

⽆毒先锋针对2020年2-3⽉实时在线监测数据时均值超标情况，在该时间段内，对医疗废

物焚烧处置企业实时在线监测数据时均值进⾏分析，发现有企业9家时均值超标企业，累计时

均值超标次数达479次，时均值超标企业数量在公开实时在线数据的企业数量中超标企业占

⽐达到25.7%。时均值超标企业具体情况⻅下表。对⽐两份名单，同时在⽇均值和时均值超标

名单上的企业多达6家，说明时均值超标的企业很容易在更⻓时段内同样超标排放。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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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单序号

2020年2⽉13⽇-3⽉13⽇时均值情况超标企业

地市 超标次数

⽯家庄市医疗废物处置中⼼

⻢鞍⼭澳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卫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绿洲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菏泽万清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乌海赛⻢⽔泥有限责任公司

衢州市清泰环境⼯程有限公司

⽯家庄翔宇环保技术服务中⼼

临汾市环康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1

2

3

4

5

6

7

8

⽯家庄

⻢鞍⼭

西安

南平

菏泽

乌海

衢州

⽯家庄

临汾

262

105

72

17

10

8

2

2

19

疫情期间医废处置企业⾃⾏监测数据公开⾮常少，482家医疗废物处置企业，仅有56家

企业公开⾃⾏监测数据，在医疗废物处置企业总数中占⽐达到11.61%。针对疫情期间12⽉

中旬⾄3⽉中旬进⾏抽样分析，发现仅有35家企业企业在线监测数据实时公开，另外21家企

业出现⻓时间数据空⽩现象或者数据缺失现象。企业年度⾃⾏监测报告公开率就更低了，在

医疗废物处置企业总数中占⽐达到4.1%。

疫情期间焚烧处置企业实时监测数据超标排现象突出，2019年12⽉13⽇-2020年3⽉

13⽇，公开⾃⾏监测数据企业中⽇均值超标企业占⽐达到22.9%，超标企业平均超标次数达

到6.5天。2020年2⽉13⽇-3⽉13⽇时均值超标企业占⽐达到25.7%。时均值超标排污企业平

均⽔平为53⼩时。

3.⼩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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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存在的问题

结合上⽂内容，存在的问题为：

（1）2017-2019年医废处置企业中存在违规记录的企业以及违规记录数量都

很⾼，存在不少企业出现多次违规和被要求整改的现象；其中医疗废物焚烧处置

企业在违规记录中占到到⼀半以上。企业违规数量在浙江、⼴东、⼭东、江苏等地

占⽐较⾼。

（2）医废焚烧处置企业违规类型主要是废⽓违规排污、医疗废物和灰渣管理

以及暂存在违规、在线监测设备或者环保设施未正常使⽤等现象，说明污染防治

设施投⼊和企业环境管理⽅⾯存在很多不⾜之处。

（3）企业⾃⾏监测数据公开度⾮常低。⼤多数企业未公开企业⾃⾏监测数

据，企业⾃⾏监测年报未公开，⾮常不利于公众和环保组织监督。

（4）企业⾃⾏监测数据超标现象突出。我们选择疫情期间3个⽉⽇均值和1个

⽉时均值排放情况进⾏整理、分析，发现超标企业数量占⽐以及超标次数均不

低，对周边环境构成污染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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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疗废物处置企业的违规记录和企业落实整改环境信息及时披露，从⽽减少屡

罚不改现象。例如，在排污许可信息公开平台执⾏报告中进⾏披露或者重点排污单位

企业⾃⾏监测信息环境信息平台，披露采取的整改措施以及整改之后环境表现。同

时，可以设⽴⿊名单制度，对屡次违规的企业予以经营上的限制。

⽣态环境部⻔应当加强医疗废物处置企业的⽇常企业环境管理能⼒建设。可以针

对医疗废物⾃⾝的特点和处置要求，出台详细的操作指南或技术规则，并定期组织企

业代表进⾏培训。

针对医疗废物焚烧处置企业，要求企业烟⽓在公共平台实时公开企业⾃⾏监测信

息，全⾯公开企业⾃⾏监测数据。从⽽便于⽣态环境部⻔监管、公众监督，助⼒企业安

全、合规⽣产。

⽣态环境部⻔加强对医疗废物处置企业监管⼒度以及督促超标排污企业落实整

改，披露超标原因以及整改情况。加强执法⼒度，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等

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在监督⽅⾯应⿎励公众和媒体监督，积极回应从社会公众

得到的监督举报情况。

医疗废物处置企业引⼊竞争机制，促进企业优化环境管理。对屡次违规或者⽆法

保障达标的排污企业，取消它们的特许经营权，以此倒逼医疗废物处置企业改善企业

环境表现，加⼤⾃⾝环保投⼊，最终减少企业违规运⾏的⻛险。

��

建议

3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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