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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办公室，点点鼠标就能发现
企业有无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
这是污染源在线监控的有用之处。然
而，没有火眼金睛，狡猾的环境违法者
并没那么容易现出“原形”。

今年 3月，绍兴市上虞区环保局在
调阅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时，发现浙江
龙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公
司”）纳管排放污水监测数据波动较大，
COD 在线监测数据波动范围基本在
60~1000 mg/L之间。

“有情况！”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
顿时起了疑心。4 月 5 日上午 10 时，
上虞区执法人员会同运维公司工作人
员进行了联合磋商，一致认为龙达公
司可能存在规避监管的行为。商讨
后，双方研究部署了检查方案，确定了
污水排放池和在线监测设施两个检查
重点。下午 14 时 40 分，执法人员分两
组对重点检查点进行突击检查。

第一组执法人员在对污水处理排
放池检查时发现，龙达公司公司生化
池污水进入排放池，而排放池的外排
泵停止工作，污水并未纳管排放。执
法人员当即要求生化池污水停止进入
排放池，同时开启外排泵。

15 时 30 分左右，排放池水位下降
约 1.5 米。这时，执法人员发现外排污
水池在中间设有挡墙，其中外排纳管
泵设在排放池挡墙以北，在线监测探
头设在挡墙以南，而且在线监控探头
外，居然罩有一个塑料桶。桶内放有
几块砖头用来固定，并有一根黄色软

管。通过倒查发现，黄色软管与排放
池约 10 米处的一根自来水管相联通。
执法人员立即对排放池挡墙南（1号样）、
北（2号样）2个点位进行采样。

另一组执法人员也同步对在线监
控设施内水样和外排水采样。经监测
分析，龙达公司排放池 1 号样、2 号样、
同步在线样、外排水样 COD 分别为
248mg/L、412mg/L、108mg/L、236mg/L。

“通过现场检查和数据对比分析，在线
数据与外排监测数据存在明显差异。”
上虞区环境监察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经过彻底调查，执法人员终于查
明缘由。据龙达公司委托运行污水站
的杭州开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操作人
员魏某交代：今年 3 月开始，由于污水
原水进水量大幅增加，污水处理配套
的污泥处理能力跟不上，外排污水中
含 泥 量 过 高 ，导 致 在 线 监 测 数 据 偏
高。虽然公司已安排增加气浮装置等
措施，但需要一定的时间，短时间内无
法解决外排水超标。魏某就自行在外
排池的在线监测设备采样口外套贮水
桶，用注入自来水稀释的办法干扰在
线设备的监测，从而逃避监管。

上虞区环保局责令龙达公司立即
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
10 万元。上虞区公安局针对龙达公
司涉嫌伪造监测数据逃避监管，依据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行政主管
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
行办法》中第六条第三项、《行政处罚法》
等相关规定，依法行政拘留1人。

多家企业及在线运维企业相关责任人弄虚作假被行拘

浙江打击数据造假力度大
本报记者晏利扬 钟兆盈 见习记者徐晶锦

“全国环境执法最严省份”持续发
力。今年以来，浙江省环境执法力度
继续加大，查处的环境违法案件持续
上升，较去年同期大为增长。

而随着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的全覆盖，各类篡改、伪造监
测数据的环境违法行为屡有发生。今
年，浙江省各级环保部门加大查处力
度，依法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行为，并追
究相关方经济、行政、刑事责任，取得
初步成效。

日前，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发文表
彰了浙江省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绍
兴市上虞区环境监察大队、诸暨市环
境监察支队，对上述单位在查处此类
案件中，创新执法方式，强化环保公安
联动等举措点名表彰。

杭州市、县（区）环保部门日前组
成 8 个检查小组，结合浙江省开展的

“百日环保执法行动”，冒着酷暑对重
点排污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开展
交叉执法专项行动，共抽查重点污染源
企业63家，立案查处违法企业3家。

这 是 杭 州 继 今 年 3 月 联 合 执 法
后，又一次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进
行联合执法。

在 3月的联合执法中，杭州市查处
了两家做“小动作”的在线运维企业，移
交公安后，共有5名责任人被行拘。

为什么有的监测数据没有显示出
来？原来是运维公司远程操控

今年 3 月，杭州市环境执法人员
在对余杭区某企业在线设施进行检查
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污染
物测定仪器的历史监测数据中有一个

“552.4mg/L”的数据，没有在数据采集
仪器（数据采集仪器与环保部门在线
监控平台联网）上显示出来。

经执法人员进一步检查，终于发
现一个秘密：所有超过量程（数据采集
仪器的量程为 400mg/L）的数据并未
在数据采集仪器上显示出来，而是自
动用上一个时间段的数据代替了。

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工作人员吴
超烽介绍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污
染物测定仪表的问题，也可能是数据传输
过程中的问题。由于环境执法多是化工、
环境专业，对仪器仪表并不在行。

怎么办？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执
法人员想到，如果是使用同一种仪表
的企业，情况会是怎么样？

通过检查，执法人员发现，另几家
使用相同仪表的企业未出现类似情
况。经与厂家沟通和对使用相同仪器
的企业进行调查后，执法人员基本排
除了第一种可能。

有问题！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执
法人员又跑回到了前面那家企业。

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执法
人员发现这家公司的数据采集仪器居
然“神奇”地能正常显示超量程数据。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据采集仪器
记录人为操作行为的操作日志却被
删除。

执法人员当场准备依法对整台数
据采集仪器进行扣押留证。然而就在此
时，此前一直表示“不明真相”的杭州旭
东升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维在线监测
设备的企业）进入了监察人员视野。

经查，旭东升科技有限公司通过
特殊设定，导致数据采集仪器只能正
常显示 400mg/L 以下的数据。在被执
法人员发现后，这家公司的软件技术人
员通过远程登录数据采集仪器，对软件
进行了临时修正，并“自作聪明”地删除
了之前的操作日志，企图瞒天过海。

杭州市环保部门及时将这一案件

交给当地公安。根据《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三条第三款、《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杭州市公安
局对杭州旭东升科技有限公司的张
某、岑某 2 人通过远程登录企业数据
采集仪对仪器中软件进行修改，同时
删除操作日志、试图逃避监管的违法
行为，作出行政拘留 5日的行政处罚。

自动监测数据缺失期间为什么运
维台账显示数据正常？原来是运维人
员凭空捏造

同样在今年 3 月，杭州市环境监
察支队在对建德某化工厂进行检查时
也发现了猫腻。

原来，执法人员检查时发现，这家
化工厂在线污染物测定仪器已经损
坏，无法采集水样，且缺失自今年 2 月
8 日 ~22 日 约 半 个 月 的 自 动 监 测 数
据。但在运维台账中，却显示 2 月 5
日、19 日负责运维的第三方企业人员
都到现场进行日常维护，且记录里显
示这两天企业均处于停产状态，并在
质控样比对中填下了仪器比对正常的
监测结果数据。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运维单位规
范运维，企业做好日常管理，不能可出
现长达半个月仪器数据缺失的情况。

立即固定证据后，执法人员对运
维单位进行了长达一整天的调查。调
查过程中，负责在线设施运维的技术
人员一直闪烁其词、百般抵赖，在执法
人员调取厂区视频监控并指出口供漏
洞的压力之下，这名运维人员方才吐
出真相。

原来，案发点位的在线设施运维
工作由杭州安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
两位 90 后小伙子负责。2016 年 2 月，
运维人员只在 26 日到企业现场运维
了一次，2 月 5 日、19 日的运维记录和
质控样比对的监测数据全是两位 90
后凭空捏造的，为的是既能应付环保
部门的日常检查和公司的处罚，又能
在过年期间轻轻松松放一个大假。

两位不成熟的 90 后为他们的草
率行为付出代价。

杭州市公安局根据《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三条第三款、《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七条第
二款的规定，对杭州安控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的贾某、周某、徐某 3 人违反技
术规范操作、未按频次到现场运行维
护以及伪造虚假的运维记录、质控样
比对记录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拘留 5
日的行政处罚。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县两级环保
部门还将集中开展一系列专项执法行
动。各地要切实负责辖区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现场端和监控网络的日常巡
检，属于污染源自动监控运维单位的
责任，将适时对运维单位进行约谈。

废水自动监控设备两小时采样一
次，有人利用这一规律，动起了歪脑
筋，结果身陷囹圄。

2016 年 3 月，诸暨市环保局发现
浙江征天印染有限公司排放口排水情
况时有异常。3 月 22 日上午，执法人
员对其进行了现场突击检查。

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很
快发现了端倪：污水处理池的二沉池
至标排口间有一根管子，管子上装有
一个阀门。执法人员将阀门打开后，
一股黑色废水从管子流至标排口。执
法人员立即采水样一瓶。10 分钟后，
管子中流出的水显黄色。执法人员此
时再取一瓶水样，并同时取二沉池水
样一瓶，连同 3 月 21 日晚流量较大时
通过在线监控远程采样的 2 瓶水样，
共取 5瓶水样进行监测化验。

在进一步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
了这根管子的“机密”。原来，这家公
司利用废水自动监控设备 2 小时采样

一次的规律，通过控制水泵调节二级
水解池到好氧池的进水量，在自动监
控设备采样监测时，减少排水量，此时
排放水质较好。等到采样结束后，则
加大排水量，此时排放水质较差。

据这家公司污水处理操作工骆某
描述：“进水量小的时候，气浮时刮泥的
时间和速率要相应慢一点，污水处理效
果好一点；进水量大的时候，气浮时刮泥
的时间和速率就要相应快一点，这会影
响污水处理的效果，使污染物浓度变大，
有时刮泥速度太快导致泥混入废水进入
排放口，就会出现超标情况。”

浙江征天印染有限公司的行为属
人为故意逃避监管，且存在超标排放
水污染物的情况。诸暨市环保局责令
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人民币
24.5 万元。诸暨市公安局依据《环境
保护法》《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
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行政处罚
法》等相关规定，依法行政拘留1人。

本报记者张东风 通讯员陈颖昭长
沙报道 湖南省环保厅与公安厅近日联
合召开全省“两法衔接”暨联合开展打
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
行动视频培训会，总结全省“两法衔接”
工作开展情况，同时部署两部门联合打
击涉危险废物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湖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谭和平，
省环保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姚斌出席会
议并讲话。

谭和平指出，截至 7月 22日，湖南共
侦办污染环境犯罪 21起，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57人，批准逮捕24人；受理环境污染
行政案件47起，行政拘留56人；成功破获
宁乡县“3.09”专案、汨罗“4.07”专案、宜章
曹某等人污染环境专案等3起部督案件，
摧毁2个职业犯罪团伙。

在“两法衔接”方面，湖南省公安厅、
省检察院、省高院建立了案件分析定性绿
色通道和联席会议机制，随时就个案进行
法律定性和沟通，进一步推动了公安和环
保执法联动机制建设。今年“六？五”环
境日期间，省公安厅联合省环保厅组织国
内各大新闻媒体开展集中宣传报道，营造
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谭和平表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
要清醒地看到薄弱环节。要坚持守土有
责，全面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坚持情报导
侦，切实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坚持规范执
法，努力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坚持协同推
进，进一步提升打击整治效能。要积极探
索创新技战法，敢于打破行业潜规则，有
效突破地方保护主义桎梏，对污染环境行
为一查到底，绝不手软。

姚斌指出，环境保护部、公安部 6
月 23 日联合下发《关于联合开展打击
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
动的通知》后，湖南省环保厅、公安厅结
合实际，联合制定并下发了具体的实施
方案，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要依照
方案，认真抓好落实。

姚斌提到，今年上半年，湖南共办
理 18 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其中
涉危废违法犯罪案件 11起，占上半年环
境污染犯罪案件的60%，说明危险废物非
法处置、倾倒案件目前处于多发态势。因
此，必须坚持源头查处，端窝子、斩链条，
从根本上遏制此类案件的多发态势。

姚斌要求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
摸清湖南省重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以
及利用、处置单位情况，规范生产行为，
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发展
一批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企业、取缔一批
非法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企业，淘汰一批
落后的利用处置设施，扎实推进涉危废
专项行动顺利开展。加强组织领导，加
强衔接配合，严格责任追究。把握重
点，确保涉危废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巩
固长效机制。

姚斌强调，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工作任
重道远，各级环保部门要求实创新，切实
加强环境监管，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为改善全省环境质量和解决人民群众
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本次视频培训会议为期两
天，对湖南省、市、县三级相关治安民警
和环保监察、固废、监测人员进行全覆
盖培训，共有 3000 余人参会。

湖南环保公安强化“两法衔接”
联合部署打击涉危废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董若义
济南报道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
院日前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某妨害
公务一案，以妨害公务罪判处被告人刘
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2015 年 9 月 9 日 14
时许，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
组工作人员会同部分媒体记者，分乘两
辆轿车来到济南市市中区陡沟街道办
事处大庙屯村附近一渣土场对扬尘污
染问题进行督查暗访、拍摄取证。

在执行职务时，遭遇被告人刘某威
胁阻拦，刘某对执法人员进行谩骂，并
欲抢夺记者摄像机，与执法人员发生纠
纷。后刘某通过手机、对讲机纠集王
某、刘某某（均另案处理）等人来到现场
阻止执法人员离开，并对执法人员进行
殴打，打砸执法车辆，致环境执法人员
不同程度受伤、车辆受损。

2016 年 2 月 1 日，济南市市中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在庭审现场，控
辩双方围绕酒后行凶是否属“激情犯
罪”、冲突前是否出示执法证件、“寻衅
滋事”还是“妨害公务”等三个焦点问题
展开了辩论。

被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事发当
天喝了酒，其后发生的暴力行为属于临
时起意的“激情犯罪”，对此，公诉人表
示，没有明文规定说喝酒了就可以逃脱
责任；被告人刘某当庭宣称环境执法人
员未在冲突前出示执法证件，但随后就
被公诉人出示的现场视频证据“打脸”，
视频清楚地显示，在刘某向环境执法人
员走过去时，环境执法人员就向其出示

了执法证件；对于辩护人辩称“刘某的
行为属于寻衅滋事行为，不是故意妨害
公务罪”，公诉人认为，寻衅滋事罪主要
是那种“无事生非”的行为，刘某这一行
为并不符合。公诉机关建议，判处被告
人刘某妨害公务罪，刑期 2 年~3 年。法
院当庭宣布，审判结果将择期公布。

时隔半年，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刘某妨害公务一案作出一审
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以暴
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妨害公
务罪成立。刘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
主 要 罪 行 ，系 初 犯 ，依 法 可 以 从 轻 处
罚。其亲属在案发后能够代其积极赔
偿被害单位及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害
单位及被害人亦自愿接受赔偿，并表示
谅解，可对刘某从轻处罚。但刘某纠集
多人殴打执法人员，损毁执法车辆，致
多名执法人员受伤，证实其主观恶性和
社会危害性均较大，刘某的犯罪行为损
害了国家机关的执法权威，造成了较为
恶劣的社会影响，应予以从严惩处。

因此，其虽能主动赔偿被害单位及被
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但不符合适
用缓刑之“犯罪情节较轻”的认定标准，不
应对其适用缓刑。据此，辩护人认为刘某
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小，要求判处缓刑的意
见，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最终，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根据
被告人刘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妨害公务罪依法
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2015年9月9日下午14：30左右
山东省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督查

组和媒体记者等7人，在市中区陡沟办
事处大庙屯附近渣土场检查扬尘污染
问题时，被 10余名不明身份人员围攻
殴打，摄像、手机等设备遭抢夺，4名环
境执法人员及1名记者被打伤，一部车
辆受损。其中，大气污染防治督查组成
员陈伟受伤最重，经医院诊断，确诊为
鼻骨末端骨折，头皮有裂伤，随即住院
接受治疗。
2015年9月9日晚

济南市公安部门第一时间成立“9.9”
专案组，以妨害公务罪立案。20时，事发
时先期到场阻拦记者拍摄和执法人员执
法的1名重要嫌疑人和1名当事人的身份
被确认。23时，当事人李某到案说明情况。
2015年9月10日

济南市公安部门将 10 名涉案嫌
疑人全部抓捕归案，除 1 人情节较轻
外，9人被刑事拘留。

2015年9月29日
经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批

准，主犯刘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由市
中公安分局执行逮捕。济南市市中
区人民检察院随即对其提起公诉。
2016年2月1日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控辩双方在庭审现场围绕酒后行
凶是否属“激情犯罪”、冲突前是否出
示执法证件、“寻衅滋事”还是“妨害公
务”等三个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2016年8月5日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对被告
人刘某妨害公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妨害公务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
徒刑一年三个月。

济南宣判暴力抗拒环保执法案
以妨害公务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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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动态

利用设备两小时采样一次规律逃避监管

违法企业用管子调控进水量

纳管排放污水数据波动范围大

操作人员注水稀释干扰在线监测
设定数据不上传，擅自编造数据

两家运维企业“自作聪明”被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