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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处云贵高原，是一个经济
发展水平滞后的西部边陲省份，受多种
条件制约，全省实有在编在岗环境监察
执法人员仅 800 余人，环境监察执法用
车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一线执法工作面
临多种挑战。

在环境监察执法压力大、任务重、人员
少的情况下，云南省立足现有条件挖潜创
新，凝心聚力固强补弱，多措并举抓实以环
境执法大练兵为重点的各项能力建设，环
境执法队伍整体战斗力得到全面提高。

云南省在总结 2016 年、2017 年环境
执法大练兵工作基础上，结合实际进一
步优化全省环境执法大练兵工作领导小
组设置，完善了环境执法大练兵自评自
荐体系，制定并印发了《云南省环境执法
大练兵实施方案》。

2018 年以来，云南省多次对环境行

政处罚与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环
境执法大练兵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通过
组织全省环境监察干部岗位培训、环境应急
管理岗位培训、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工作企业培训、环境监察执法人员赴上海参
加2018 年沪滇合作环境监察培训等，共培
训全省环境监察干部 850余人次。

同时，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认真落实环
境执法大练兵“四练”要求，对环境行政处
罚全过程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进行集中练
兵，有效提升了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发现问
题和取证能力、适用法律能力、处罚程序遵
守能力和处罚信息运用能力，为进一步增
强全省环境监察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综
合能力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此外，云南省全面运行全省环境监察
移动执法平台，省生态环境厅分别对各州

（市）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开展移动执法系统
数据报送现场培训，通过手把手指导，面对
面交流，有效加快了全省环境监察执法的
智能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进程。

据了解，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举办了2018
年全省环境行政处罚案卷质量评查暨环境执
法大练兵案卷材料评选会，组织各州（市）重
点对各地在 2018年环境执法大练兵评审系
统内填报的100余份参评案卷进行了评查评
选，不仅为全省有针对性地组织练兵和评优
推优提供了重要依据，还通过对评查案卷的
点评和优秀案例的共同学习交流，达到了规
范执法程序、提高案卷质量的目的。

云南省一线环境监察执法人员普遍认
为，2018 年全省环境执法实现新突破，省
生态环境厅一丝不苟地推进执法大练兵发
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功不可没。

2017 年，云南省环境行政处罚金额达
到 1.2 亿元，这一来之不易的突出成绩得到
生态环境部的充分肯定。

2018年 4月 17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表扬河北省、云南省环境执法工
作的通报》，极大地鼓舞了云南省环境监察
执法队伍砥砺前行、再创佳绩的士气。

2018 年，云南省全力配合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回头看”，全面实施“双随机、
一公开”制度，持续做好重点区域、重点
行业环境监管执法工作，强化信访投诉
受理、办理，加强环境应急管理，着力解
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强化
环境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

去年，云南省集中优势兵力，组织开
展了滇桂、滇藏跨界河流环保联合执法
行动、昆明市大气污染防治和“未批先
建”专项执法检查、长江经济带化工污染
专项执法、九湖流域和牛栏江流域生态
环境监察等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圆
满完成了对中石油云南 1300 万吨／年
炼油项目施工期和投料试车期的环境监
管。通过各类、各项专项执法整治，有效
突出了年度环境监察重点，持续保持了
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全省环境行政处罚
力度不断加大，成效更加明显。

2018 年，云南省各级环境保护部门

针对检查发现的 49 个环境违法问题，对相
关部门和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其中省生态
环境厅直接挂牌督办 18个。

通过云南省环保系统坚持不懈共同努
力，2018年，全省环境行政处罚在 2017年的
基础上再创新高，共计下达一般环境行政处
罚决定书2436份，行政处罚金额达到3.38亿
元，处罚金额为2017年的2.82倍；办理《环境
保护法》配套办法案件443件，其中按日连续
处罚案件 3件、查封扣押案件 160件、限产停
产案件 141件，移送行政拘留案件 127件、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案件 12件。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晋宁区因行政
处罚金额排名全国前十，在生态环境部向
媒体通报各地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环境
保护法》配套办法的执行情况时受到表扬。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 年，云南省将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
态势，继续突出以滇池、洱海、抚仙湖为重
点的九湖流域的环境监管，加强长江经济
带环境执法工作，积极配合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整改，为全省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

云南查处违法案件创新高
2018 年，全省行政处罚 2436 件，罚款 3.38亿元，同比增长 17.5%和 182%

◆本报记者蒋朝晖通讯员洪俊辉

本报讯 广东省深圳市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前不
久审议通过了《深圳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
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等十二
项法规的决定》，集中修改完善了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
例》等 11部地方生态环保法规。

据介绍，为落实中央精神，与
上位法保持一致，此次重点修改
了《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
条例》关于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禁
止性规定和管理要求的规定，《深
圳经济特区梧桐山风景名胜区条
例》关于风景区禁止开发情形的
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
例》关于河道范围内禁止行为的
规定，修改了《大亚湾核电厂周围
限制区安全保障与环境管理条
例》关于限制区内禁设项目类别
的规定和《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
染防治条例》关于填海工程、设置
排污口的区域的规定。

同时，为落实“放管服”改革，
提升营商环境，重点修改了《深圳
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
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
关于建设项目准入和管理要求的
规定。同时删去《深圳经济特区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关于
机动车维修业务的资质要求、《深
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
关于水土保持方案前置审批的和

《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
例》关于船舶加油作业许可及防
治污染方案审核的相关要求。

此外，为顺应时代要求，坚持
绿色发展，还修改了《深圳经济特
区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关于违
法违规项目处理的规定，《深圳经
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关于
违法违规项目、设施的处理相关
规定，并提高了对违法排污等相
关行为的处罚幅度。

刘云浪

落实中央精神
坚持绿色发展

深圳集中修改完善
11部生态环保法规

◀图为执法人员检查企业在线监测
设施运行情况。

▶图为执法人员检查辖区内重
点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在编在岗仅800余人，实
现环境执法新突破：环境执法
大练兵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集中优势兵力，组织开展了
滇桂、滇藏跨界河流环保联合执
法行动等专项行动

“长江口倾倒垃圾案”一审宣判
三名主犯分获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常熟报
道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日前
对“长江口倾倒垃圾案”进行一审
宣判，案涉污染环境罪的被告人
均被判处实刑。

3 名主犯倪某、周某、张某分
别获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五年、
四年三个月，并处一百万元至四
十万元罚金不等。被告人成某等
污染环境罪的从犯，分别获刑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并处
五万元至六万元罚金不等。

2016 年 8～12 月 ，浙 江 省 桐
乡市天顺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某、管理人员周某
伙同公司其他人员，为谋取非法
利益，明知被告人张某、洪某等人
无生活垃圾处置资质、部分垃圾
未正规处置的情况下，仍以明显
低于合法处置成本的价格将生活
垃圾交由上述个人处置，对垃圾
处置方式及结果不监管，最终导
致 26 船（共计 20088.89 吨）生活
垃圾被直接抛入长江南通段、太
仓段，65 船（共计 22832.83 吨）生
活垃圾被运至浙江湖州、安徽当
涂等地非法填埋，造成环境严重

污染的后果。
2016 年 12 月 19 日 ，江 苏 省

太仓市启动供水突发重大事故应
急处置预案，致使该市集中式饮
水水源第二水厂长江取水口取水
中断 48 小时 45 分、第三水厂长江
取水口取水中断 55小时。

事发后，太仓市政府、上海崇
明区政府等部门花费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对相关垃圾进行应急处
置。案涉垃圾被非法抛江或非法
填埋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打
捞或挖掘、清运、处置案涉垃圾及环
境修复等费用），金额以千万元计。

常熟市人民法院认为，向长
江中倾倒有毒有害的垃圾不但给
当地人民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
且严重破坏了长江的生态环境，
于法不容。本案被告人不同程度
的参与、实施了长江中倾倒垃圾
或土壤中填埋垃圾，数量成千上
万吨不等，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损害。从时间上来看，本案被告
人将案涉垃圾抛入长江与太仓市
第二水厂、第三水厂取水中断有
一定因果关系，属于法律规定的
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弃渣倾倒汉江五年未清理

白河县水利局整改不力被起诉
本报讯 工程弃渣倾倒汉江

沿线，绵延 1.55 公里，长达 5 年未
清理。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水利
局日前被提起公诉。

2012 年 10～12 月，白河县多
项工程相继开工，施工单位将渣
土和建筑垃圾倾倒于汉江沿线。
2017 年 12 月，白河县人民检察院
向白河县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
书》，并于 2018 年 3 月、4 月、5 月
三次现场查看，发现汉江河道仍
未清理。

法院认为，白河县水利局负
有对行政区域内防洪工作的组织、
协调、监督、指导和管理河道、加强
河道防护、对河道整治、清障、对水
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等法定职
责，但直至2018年7月，白河县水利

局才向涉案施工单位发出《行政处
罚决定书》。2018 年 8 月 1 日，原
施工单位才将渣土清理完毕，超
过了履行法定职责期限。

法院当庭宣判，确认被告未
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行为违
法。同时鉴于本案审理期间，被
告对堆放在汉江河道渣土全面清
理整治，遭受破坏的河道原貌和
生态环境确已修复，公益诉讼起
诉人当庭决定撤回要求判令被告
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法院
当庭予以准许。

白河县水利局局长当庭表示
服从判决，并认为通过此次诉讼，
为全局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
环保教育课。

肖颖 普毛毛

本报见习记者朱智翔 记者晏利扬 通
讯员金燕翔 单巡天绍兴报道 企业排放污
染气体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未收到处罚通
知 ，却 等 来 了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的 一 纸“ 协
议”。近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就
此“协议”作出了司法确认：裁定有效。这也
是浙江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
认案。

2017 年 4 月，绍兴诸暨市环保局会同
公安对某镇的在线监测布控设施进行突击
检查时，发现某建材企业采用在监测取样管
上套管子，并喷吹石灰水中和污染气体等方
式干扰自动监测数据。

据了解，该企业长期存在氮氧化物、二
氧化硫等气体超标排放的行为，对周边大
气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据评估，该企业违
法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已被周边大气生态环
境稀释自净，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110
余万元。

但随之企业等来的却不是“罚单”，而
是一份《绍兴市环境保护局生态环境损害
修复协议》。

原来经过多方磋商，绍兴市环保局同
意企业以替代修复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企业出资完成异地的生态环
境整治工程，由第三方机构对工程进行评
估验收。如企业未按照约定时间、地点完
成修复，环保局有权向其追偿全部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金。

最终，该企业在承担 110 余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基础上，自愿
追加资金投入 175.6 万元，合计 286 万元用于该镇另一个村内的生态修
复工程，并承诺于 2018 年 10月 31日前完成。

2018 年 11 月，绍兴市环保局就该协议向绍兴中院申请司法确认，
12 月底绍兴中院裁定协议有效。目前相关款项已全额缴纳，工程也已
经进入最后的评估验收阶段。

环保部门让污染企业以承担修复费用的形式承担赔偿责任，并通
过协议明确具体金额及修复方式，是否有法可依？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
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明确在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
赔偿权利人可就损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等与
赔 偿 义 务 人 进 行 磋 商 ；生 态 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实施货币赔偿，用
于替代修复。

按照该方案，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磋商后可签订协议予以明
确，但此时双方签订的协议尚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的
相关规定，签订主体可就该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在确认有效后，
赔偿义务人如不按照协议履行，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相对于原来的行政处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实现了对生态环
境污染行为的多元化处置，这样的修复方式更为具体，也更有针对性。”
绍兴中院环资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8 年，云南省以推进环
境执法大练兵为契机，着力强
化环境监察执法队伍建设，对
环境违法行为严惩重罚，全省
环境行政处罚再刷新纪录：全
年 共 查 处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2436 件，比 2017 年增长 17.5%；
罚 款 金 额 3.38 亿 元 ，增 长
182%；办理《环境保护法》配套
办法案件 443 件，有力打击和
震慑了环境违法行为。

浙
江
首
例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协
议
赔
偿
案
司
法
裁
定
有
效

企
业
环
境
违
法
可
﹃
协
商
﹄
解
决

法治动态

建材企业干扰自动监测数据，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超标排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实现了对生态环境污染行为的
多元化处置，更具体，更有针对性

为打击各类环境违
法行为，河北省内丘县
环保分局联合公安部门
近 日 开 展 为 期 一 月 的

“利剑斩污”专项行动。
执法人员实行“三班倒”
制度，采取日常监管与
突击检查、日查与夜查
相结合等方式，对辖区
企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和频次，保持对环境违
法行为“零容忍”。
张铭贤 乔丽娜供图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徐璐上海
报道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即
将提交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为做好
法规审议的准备工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部
分组成人员日前开展密集调研工作。

据介绍，2001 年以来，上海市生活垃
圾年均增长量超过 3%，目前的生活垃圾处
置量接近 750 万吨/年，垃圾末端处置面临
巨大压力。只有普遍推行垃圾分类，才能
促进源头减量、资源利用，进而减轻末端处
置的压力。

委员们首先来到黄浦区丽园路 333 号
新苑小区，这是一个 1600 户居民的中高档
小区，环境整洁。小区从 2000 年建成便开
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这里的生活垃圾分
类现在已实现智能化和数据化。

2017 年，小区和企业合作设置了一套
智能垃圾分类收集系统。

居民投放干垃圾或可回收物时，首先
打卡或输入电话号码等基础信息，智能系
统会打印出一张二维码图纸，居民将图纸
贴在垃圾袋上，扫描二维码，干垃圾桶盖会
自动打开，投放后桶盖关闭，数据同步传输
到后台，居民账户自动积分。如果投放湿
垃圾，需要将袋子破除并扔进干垃圾桶。
清运人员收集垃圾时可检查分类质量，如

果袋内垃圾不合格，按照二维码追溯到垃
圾投放者。

委员们随后来到中南小区，映入眼帘
的是非常整洁、新修整的垃圾箱房，也闻不
到什么异味。八个投放口紧闭，上面贴有
不同垃圾的代表色、代表物的图示和文字。

中南小区从 2008 年开始推行垃圾分
类，但效果一直不明显。2018 年 6 月始，街
道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开始扎在社区广泛宣
传，邀请社会组织培训居民垃圾分类知识；
并每月召集居民代表和志愿者开展头脑风
暴，设计垃圾分类主题活动，激活居民绿色
账户。

去年 9 月初，中南小区正式施行定时
定点定岗的生活垃圾分类及投放模式。每
天 07:00-09:00、17:30-19:30，新 改 造 的 垃
圾箱房投放口开放，20 多名志愿者轮番值
守，帮助并指导居民分类投放。目前社区
居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日益增加。

王宝和大酒店是黄浦区九江路上一家
著名酒店。据介绍，酒店自去年 4 月开始
垃圾分类，集中宣传、培训、推广了一个月，
邀请环卫业内人士上门辅导，教 400 名员
工在工作中分类垃圾。

“刚开始蛮难的，后厨员工根本分不清
湿垃圾和干垃圾，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效
果出来了。”酒店经理说，后厨、酒店垃圾和
客房垃圾均已实现源头分类。不仅如此，
员工食堂也开始分类餐后垃圾，员工把剩

饭菜、牙签、餐巾纸、果皮果核和饮料盒等
垃圾细致地分开。现在酒店每天产生 20
桶干垃圾、20 桶湿垃圾和 65 公斤可回收
物，虽然量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分类质量得
到环卫收运部门认可。

据上海黄浦环城固废转运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黄浦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有
800 吨，一吨垃圾从源头收运、运输、处理
的成本将近 500 元，源头减量将为后续运
输和处理减轻负担。

调研过程中，上海市人大城建环保委
副主任委员阎祖强说，生活垃圾分类和食
品安全都是很难的事，而和食品安全相比
较，垃圾分类的宣传还不够。

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袁雯认
为，这是全上海人民都关注的事，垃圾分类
试点多年，我们要梳理一下哪些好的做法
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同时聚焦垃
圾分类的几个关键条款，以更好地发挥法
规的引领作用。

上海市法制办主任茆荣华表示，垃圾分
类的社会认可度很高，要将刚性约束与柔性
引领相结合，强调社会普遍参与的理念。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指出，
面对拟提交审议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
案，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切实增强立
善治之法、立可行之法的责任感，最大程度
用足用好现行法律资源，支撑全市垃圾全
程分类管理；最大程度促进社会共识形成，
平衡好各方利益诉求；最大程度固化现有
好的经验做法，增强法规的可操作性；最大
程度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增强每位
市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共建生态之城的
责任意识。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调研生活垃圾管理

好做法要纳入垃圾管理条例

实地调研三地经验做法，增强
法规可操作性

最大程度调动全社会参与积极
性，用法律刚性约束垃圾分类

执法人员三班倒
利剑斩污零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