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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昌苗苗 通讯员陈霞南宁
报道 大练兵期间，广西相继举办两期
环保公安联合执法培训班，培训内容包
括环保法及四个配套办法解读、环境违法
典型案例分析及疑难问题讨论、公安环保
联动执法典型违法案例经验介绍等。

广西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副总队
长成天晓结合自己多年办案经验和在
配合环境执法、环境违法案件移送等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重点向学员讲解法律
文书的规范、行政执法案件办理工程中
应注意的细节等。

相关地市就环保公安联合侦办的
柳州市特大非法处置废铅酸蓄电池案
件，以及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违法排放污染物实施查封扣押、柳
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违法排放污
染物行为按日连续处罚等典型案件的
经验进行了交流。

参训学员表示此次培训内容丰富，

现场互动解决了很多日常执法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将会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
用到大练兵活动及今后的执法工作中，
努力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和工作水平。

另外，广西各地市也陆续开展了有
针对性的业务培训。

玉林市大练兵培训班邀请玉林市
人民警察训练学校教官对受训人员进
行队列操练，促进团队合作建设，树立
执法人员新形象；贵港市环境执法大练
兵活动培训班邀请省环境监察总队专
家到场授课，重点讲解环境监察移动执
法系统操作技能、规范制作现场检查笔
录和现场询问笔录、固定证据等内容。

据了解，开展系列业务培训是广西
环保厅为推进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组
织的 6 项推动工作之一，此外，还将开
展两期环境监察岗位培训班、两期环保公
安联合执法培训班、1期排污费网上申报
法人培训班、1期信访业务培训班。

本报记者闫艳无锡报道 江苏省无
锡市锡山区环保局日前组织执法精干
力量，并邀请省苏南环保督查中心副主
任殷琨、季鸿为技术指导，突击查处了
辖区内一家电镀企业。

在锁定这家企业之前，执法人员做
了大量工作，排查了辖区内一条河道，
检测发现河道里企业排口的废水严重
超标，然而企业设施排口的浓度很低。
执法人员怀疑有企业私设暗管，偷排废
水，随后闭门3小时集中分析监测数据，逐
步缩小范围并初步确定问题企业。

到达现场后，一名执法人员迅速控
制企业门卫，不让其通知车间和废水设
施操作人员，另一名执法人员立即赶往
企业电镀车间监视其生产情况，其余执法
人员直接赶往企业废水处理设施前。

当电镀企业环保负责人看到执法
人员分工明确地对厂内进行排查，顿时
有些傻眼。区环保局一中队中队长任磊
爬上3米高的废水调节池问：“你们去除重
金属镍的时候废水调节池pH调到多少？”
来到 RO 膜处理系统，任磊又问：“你们
RO膜的运行与更换记录有没有？”

面对任磊的连续提问，企业环保负

责人的回答支支吾吾，而对处理重金属
最关键的工艺，其更是避重就轻。执法
人员顿生怀疑，逐对企业废水处理设施
的各个环节进行排查、分段采样。

在倒查中，“谜底”终于被揭开。执法
人员发现离子交换处理工艺有两个中间
水箱，其中一个装有三通暗管，废水没有
经过 RO膜处理就直接通过三通暗管排
放，随即对偷排废水进行了采样。

根据这一情况，陆晓波要求立即对
企业环保负责人进行单独询问。在 3
个小时的紧张询问过程中，这名负责人
一直在狡辩不愿承认，只是说偶尔会把
中间水箱“达标的废水”进行排放。然
而，经过监测部门检测，企业所说的“达标
废水”污染因子远远超过国家排放标准。
在铁证面前，企业最终承认了违法事实。

目前，锡山区环保局已依法查封了
该企业的电镀生产线，对企业处以罚
款，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已将此案
移送公安机关。

据了解，锡山区自开展大练兵活动以
来，共出动执法人员2118人（次），检查企
业670厂（次），立案33家，查封扣押1家，
责令停产15家，共处罚金额286万余元。

无锡锡山区执法人员根据监测数据发现问题

私设暗管的企业，罚了！

广西环保公安携手大练兵培训

以案例推广执法经验，实在！

本报记者肖颖 通讯员张鼎昌西
安报道 记者日前从陕西省环保厅获
悉，为期 3 个月的涉危险废物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已基本结束。本
次行动中，全省出动执法人员 5000 余
人（次），检查企业 1251 家，依法限期
整改 156 家，立案查处 45 家，行政拘留
两人。

据了解，为确保专项行动按照环
境保护部、公安部的要求有序进行，陕
西省环保厅、省公安厅制定了《联合打
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
执法检查实施方案》，并举办固体废物
环境管理人员业务培训班 3 期，培训
环保系统和企业人员 1123 人。

陕西省环保厅专门派出了 5 个督
查组，重点检查陕北的石油开采、加工
和煤化工企业、关中的电子和机械制
造企业、陕南的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和
危险废物经营企业。

从检查情况看，个别企业存在如
下问题：申报登记不实，未按环评要求
申报危废种类和产生量，或者生产工
艺有改变后未及时更新申报登记内
容；危废贮存场所不规范，地面无硬化
或硬化设施老化，未按规定分区存放，
无“三防”措施露天堆放；危废转移电
子联单执行不到位，运输起点、终点经
纬度一致或超出企业注册时经纬度范
围；危废管理台账不规范。

目前，陕西省正对存在问题线索
的相关企业和人员依法进行调查处
理。

本报通讯员张军伟 王雯 记者晏
利扬丽水报道 随着环境执法力度加
大，许多小作坊主选择“上山下乡”。日
前，浙江省丽水龙泉市环保局就在大练
兵期间发现这样一个黑作坊，并依法对
其进行拆除取缔。

9 月初，龙泉市环境执法人员在日
常巡查时，接到群众反映，位于龙泉市
安仁镇与云和县交界的深山里有一处加
工树脂油的黑作坊，但具体地点不祥。

根据线索，执法人员克服地形不
明、地点不清的困难，通过网络地图搜
索，向当地乡镇干部、村民了解情况等
手段，锁定了目标。在穿过九曲十八弯
的崎岖山路、耗时两个多小时后，执法
人员终于驱车到达现场。

在黑作坊加工点，远远就能闻到一
股恶臭味。由于黑作坊主要以晚上生

产为主，白天现场并未发现有工人，且
离最近的村子也有几公里远。为了不
打草惊蛇，执法人员临时决定先离开，
晚上再行动。当夜幕降临，该作坊 4 名
工人结伴来到现场准备生产时，执法人
员迅速破门而入，将他们控制。

经调查，这个黑作坊以加工树脂油
为主，共有两条生产线，4 名工人均为
外地人，才生产不到一个月，无废水外
排，但恶臭明显。

针对上述情况，执法人员依法进行
取证。在取证时，几名外地工人一直连
连说“没想到”，藏在这种又远又偏的深
山里也能被查。

为彻底消除这一污染源，环境执法人
员又联合公安、电力、当地乡镇等部门，对
黑作坊生产设备进行了查封，并断电。下
一步，等待作坊主的将是严厉的处罚。

龙泉执法人员穿过崎岖山路，耗时两个钟头后

藏在深山的小作坊，封了！

一个藏在深山中、废弃 10 余年的
厂房，原本紧锁的大门居然打开了，这
引起环保基层网格人员的注意。由
此，通过进一步深挖，一起非法冶炼废
旧铅酸蓄电池的污染环境案大白于
天下。

据了解，这是大连公安机关乃至
辽宁全省近年来侦办的最大一起污染
环境案件，也是大连市环境监察部门
正在开展的执法大练兵中发现的一个
大案。

开工一个星期就被发现

2016 年 8 月 23 日，辽宁省大连瓦
房店市环保局 3 名基层网格人员在泡
崖乡做例行巡查。泡崖乡长山村有个
厂房，在一座大山脚下，远离居民点，
废弃 10 余年了。即使这样，网格人员
每次下乡巡查，都要去这个点看看。

每次来这里都是大门紧闭上着
锁，但这次，门虽然关着但锁打开了，
这引起网格人员的警觉。“我们进入厂
房，走进去很深很远，才发现有工人活
动。”厂区内随意堆放着大量废旧电
瓶。简陋破烂的厂房内，几台高温熔
炉正在工作，还有工人手持长柄大勺
在不明溶液内搅动，现场弥漫着难闻
的味道。

发现这个情况，网格人员立即向
瓦房店市环保局领导汇报。在《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中，废旧电瓶属铅酸蓄
电池，位列 49 类危险废物之一，国家
规定只有具备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
资质的单位，才能从事废旧铅酸蓄电
瓶收集、贮存和处置等经营活动。

瓦房店市环保局怀疑这是一起严
重的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涉嫌污染环
境犯罪的行为，立即向大连市环保局
和大连市环境监察支队上报，并向瓦
房店市公安局通报了情况。

8 月 29 日，环保部门联合公安部
门对该企业进行突击检查，确认为一
李姓嫌疑人租用某企业厂房及设施违
法处置铅酸蓄电池。8 月 30 日，公安
部门依法对现场进行查封，现场扣押
废旧铅酸电瓶及废料 200 余吨，非法
提炼的成品铅锭 70余吨。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等均来自
河北，他们将从外地收集来的废旧铅
酸蓄电池进行人工破拆，使用煤粉窑
将铅板熔炼，然后浇筑为铅锭。企业
既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现场也
无任何无害化处理防护设施。李某等

人从 5 月份开始租用厂房建厂，安装
设备，8 月中旬开始生产，8 月 23 日即
被环保网格人员发现，开工仅仅一个
星期。

环境修复工作已全面展开

11 月 10 日上午，大连市县两级环
保公安部门在涉案企业厂区内，开展
涉案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行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企业位于某
山脚下，周边无人居住，平日里大门紧
闭，门外没有任何名称、标识，隐蔽性
强。

在该企业炼制区，非法冶炼设备
简陋，只有几台高温熔炉和铅锭磨具，
数万块未拆解的旧电瓶堆积如山，炼
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液未经处理肆
意倾倒在厂区一角一个长 10 米、宽 5
米、深 1 米的大坑中，并散发着刺鼻的
酸味。由于现场铅含量超标，雨水冲
刷过后，地面呈现红褐色，周边寸草不
生。

据大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
存储废液的这个大坑无任何防渗漏处
理，废铅酸蓄电池内含有废铅、废硫酸
等化学液体，生产废水直接下渗或外

溢，非法炼铅过程中产生大量飞灰，都
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和
水污染。

目前，大连市县两级环保公安部
门已经对涉案企业组织开展了涉案危
险废物集中处置行动。约有上万块废
旧铅酸蓄电池交由具危险废物处置资
质的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环保部门
要求犯罪嫌疑人委托第三方进行污染
现状评估，环境修复工作现已全面展
开。

据悉，此案涉案价值达数百万元，
是大连公安机关乃至辽宁省近年来侦
办的最大一起污染环境案件。

大连市公安局内保支队已成立专
案组，进一步部署警力收集、固定证
据，李某等 6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
剩余涉案嫌疑人正在抓捕中。

废弃10余年的厂房并没有远离环保基层网格人员视线

大连大练兵 大案大起底
本报记者杨安丽通讯员吴耀辉 任弘道

陕西开展涉危险废物
犯罪专项行动
立案查处 45家工业企业

本报讯 按照环境保护部、辽
宁省环保厅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大连市积极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
活动，将大练兵同大连市重点环
境保护工作紧密结合，努力提高执
法人员能力，提升执法队伍素质。

大连市注重在实干中练兵，
在练兵中提升，力求发挥大练兵
对实际工作的推动、促进、提高作
用，力争实现大练兵与市重点环
境保护工作双促进、双提升。

截至目前，大连共出动环境监
察人员7415人（次），检查企业1529
家（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181件，
下达处罚决定累计金额1199万元，
其中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企业5家

（次），累计下达金额 625 万元；限
产、停产整治的企业3家；实施移送
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企业11家；实
施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
企业1家。 任弘道

在实干中练兵
在练兵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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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图为执法现场图为执法现场。。 龙泉市环保局龙泉市环保局供图供图

图为大连市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周振华指导瓦房店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环保处置工作。 邹德权摄

“咚咚咚”，小陈家门外传来急
促的敲门声。

“噢，是爸呀，平时请您不来，
今天这么一大早赶来，无事不登三
宝殿呀，快进屋吧！”小陈赶忙将老
爸迎进门。

小陈爸爸怒气冲冲，进门劈头
盖脸地问：“我还是你爸吗？你妹
妹还是你亲妹妹吗？”

原来，小陈在区环境监察大队
当中队长，妹妹办了个食品厂，前几
年一直效益不好，今年刚打开销路，
厂里开足马力24小时生产。一个月
前，小陈带队到妹妹厂里检查，发现
厂里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外环境，
污染了附近的小河。

面对亲情与法律的抉择，小陈
果断对执法人员说：“必须处罚，按
照新的法律条款，如不整改，还要按
日计罚。”这不，处罚决定书刚送到妹
妹手中，一状就告到老爸这里。

小 陈 请 老 爸 坐 下 来 ，盛 了 碗
粥，又剥了个熟鸡蛋，待老爸平复
情绪后说：“爸，您是一名老党员、
老支书，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您不能只听小妹一面之词啊！”

老爸忿然地吞下鸡蛋。小陈
向老爸详细介绍了事情原委。

原 来 ，他 妹 妹 为 节 约 生 产 成
本，故意不运行污水处理设施，导
致废水直排厂西边的小河中。通
过废水采样，监测数据显示 COD、

氨氮都超标 30 倍以上，周边群众
怨声载道。环保部门多次责令其整
改，可她根本不睬，后又对其下达责
令改正决定书，要求停产，可她非但
不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加班加点 24
小时不停机。这也给其他企业树立
了一个坏榜样，都以为她家环保局里
有人罩着，非法排污没人管。

老爸听后，气也消了大半。他
放缓口气对儿子说：“你妹挣的是
辛苦钱，就不能再通融通融，不罚
款了，我去让她立即改。”

小陈没有正面回答老爸，他拿
出一本法律通俗读本，将妹妹违反
的相关法条翻给老爸看，并逐句解
释：“排污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超过
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
量，加一倍征收超标准排污费；水污
染防治法规定，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
处理设施，或者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
施的，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
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按缴纳
排污费几倍以上处罚；环保法规定，
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照原处
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见老爸沉默不语，没有了开始
的怨气和不解，小陈乘势说到：“小
妹的食品厂西侧小河本来河水清
澈，鱼虾成群，现在那条小河已经
成臭水沟了，严重危害了周围群众
生活环境。您眼看着妹妹的工厂
污染了环境不管不问，还要替她说
情！您不也常说金山银山不如家

乡的绿水青山吗？如果所有企业
都像妹妹食品厂那样，哪里还有绿
水青山呀？再说您一直要求我严
格执法、公正执法，现在这件事正
是考验我是否公正执法的时候，单
位人都在看着我呢。”

见老爸松开了皱紧的眉头，小
陈给他点了支烟，安慰到：“对小妹
的处罚，不是目的，只是一次警示，
督促她尽快按要求整改。赚钱的
日子长着呢，千万不能为了降低成
本而欠下环保账。环境破坏了，修
复时间很长，影响的是子孙后代。”

听到这里，陈老爸的脸上泛起
了微笑。

他腾地站起身来，拍着儿子的
肩膀说：“我现在就去你妹妹那，跟
她讲讲这个道理，不能前门赚钱，
后门排污，被人家戳着脊梁骨骂咱
们家啊！这回一定要让她时刻不
忘环保，厂里废水处理设施搞好了
才能正常运行，要支持你的工作。”

迎着清晨的阳光，小陈骑着助力
车带着老爸直奔妹妹的食品厂……
作者单位：江苏省阜宁县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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