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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记者黄月

“集结！”凌晨 1 点半，北京的隆冬时节寒风凛冽，气温零下十五摄氏度，而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的操场上却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因为接到生态环境部对京津冀城市冬季供暖保障工作专项督查的紧急任务，环
科院临时动员组织了 300 人。购买药品物品、准备行李……凌晨 1 点，参与督查的干
部职工们在操场上整装待发；1 点半，部里下达督查地点通知，承载着 300 名督查员的
数辆大巴，趁着夜色陆续向各督查城市进军。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这在过去的环科院，是不可想象的。

丢掉的十五年——“掌舵人”失守，环科院迷失

2018 年 4 月 4 日，身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科院
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孟伟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这个曾经顶着许多光环、在环科院主政 15 年“学术偶像”的倒下，起初并没有在
环科院青年人心中引起太多波澜，大多数人感觉孟伟离自己很遥远。环科院职工平
均年龄 35 岁，大多是来自名校的高材生，他们怀抱着在国家环保科研主战场大干一
番的理想，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被称为“五小”的地方——做几个小课题、挣几个小
钱、发几篇小文章，瞪着小眼睛，打着小算盘。

事业游离在环保中心工作之外，人人成了自拉项目的“个体户”；个人发展没有空
间，院里十年只评而不聘任研究员、副研究员；选人用人“山头主义”，整个环科院干部
断层，基本没有 70 后 80 后干部。一批人陷入困局，被称为“耽误的一代”。他们常常
感叹自己“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却没有把事业的不顺与孟伟对整个环科院政治
生态的破坏联系起来。

如果说青年人是迷茫，那老干部们则是愤怒、心寒。
“孟伟就公开地讲，你们这些老人是负担。”说到这时，退休干部、离退休中心党支

部书记孙全旺仍有些愤愤不平，“孟伟对老同志视而不见，对其他群众的意见也是听
而不闻”。而与之相反，孟伟对他的亲信则是包庇纵容，其司机苗勇人称“二院长”，常
跑到各个二级单位颐指气使地要报销他的私人花费，还曾开着车直闯原环境保护部
机关，把大门的起落杆都撞断了，而孟伟正坐在车里，对此默不作声。

作为接任孟伟院长职务的李海生，对彼时环科院的情况一口气用了八个“十分惊
讶”，党建弱化程度、干部职工思想涣散程度、管理缺失松散程度、科研工作方向偏离
程度、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程度等令他十分惊讶。

据记者了解，环科院 3 年多时间没有党委书记，8 年没有纪委书记，基层党支部形
同虚设，不交党费也没人发现，党中央的环保攻坚重点战役、部里中心工作基本不参
与——这 15 年时间，孟伟事实上打造了一个“独立王国”，把党的领导、中央方针政策
隔在院墙之外。

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我到部里十多年了，你们的工作和部里的中心工作基本上
是两张皮，看不见，1000 多人看不见……没发挥作用，没体现价值，最后也耽误了大
家。”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在环科院专项教育整改阶段工作汇报会上痛
心疾首。

人数占据生态环境部系统四分之一，本应作为环保科研主力军、台柱子的环科
院，却没有在环保攻坚战中发挥出科技支撑作用，在 15年中缺位了，同时也迷失了。

不仅于此，孟伟还把中央财政投入 100 多亿、与“大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
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同时起步的“水体污染治理专项”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错失全面支撑国家水污染防治的重要战略机遇”，对国家环保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干部出问题，组织有责任。深刻吸取教训，一场“以案为鉴，重塑良好政治生态”

专项教育整改开始改变环科院。

刮骨疗伤——向自己“开刀”是一件痛苦而勇敢的事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石效卷回忆自己作为督导组成员、初到环科院督导
整改工作时的情形，用了一句“压力山大”来形容，感到一时间很难打开局面。

院里的千余名职工，凭借与孟伟的亲疏关系，对教育整改有着不同的反应。
与孟伟关系铁的，跷着二郎腿，大大咧咧地说：“我的成长是孟院长提携的，我的

业务是孟院长指导的，我对他感恩戴德。”甚至还有位院领导，在全院大会上公开讲：
“孟伟虽然有些问题，但对环科院还是有贡献的嘛。”

有涉及孟伟案担心牵连其中的，走路都心神不宁、恍恍惚惚，今天交代了一些问
题，明天转过头就反悔。

孟伟案

经中央纪委批准，中央纪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组
对孟伟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孟伟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求下属报
告巡视谈话内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
人会所；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为他人职务晋升提供
帮助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违反群众纪
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有关问题长期不解决，造成不良影
响。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涉嫌受贿犯罪；滥用职权，违规转让股权造成国有资
产巨额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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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记者黄武
本报记者童克难

2018 年 6 月的一个上午，生态环境部
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因对中央环
保督察交办的问题敷衍应对、整改不力，重
庆石柱、广西玉林和江西宜春 3市（县）的党
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被集中约谈。

“整改流于形式”“对污染问题推诿扯
皮”“虚报整改信息、性质恶劣”……措辞
犀利、直指要害的批评，让这些地方的党
政一把手坐不住了。他们当场表态，诚恳
接受约谈，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整改。

这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展现强大威
力的一个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将环保督察作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抓
手，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推动解
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取得了

“百姓点赞、中央肯定、地方支持、解决问
题”的效果。

从“督企”到“督政”——对地方
党委和政府的“政治体检”

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往北，车
行十多公里，就到了我国八大淡水湖之
一、被誉为“塞外明珠”的乌梁素海。

历史上，乌梁素海是河套灌区水利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曾经一个时期，湖
水污染严重、水质黑而腥臭，乌梁素海一
度被称为“死海”。2016 年第一批中央环
保督察和 2018 年 6 月的“回头看”，都将目
光聚焦在这里。

“与 2016 年相比，水质有所好转，但
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参与“回头看”现场
检查的督察人员方堃回忆。

在调阅资料时，督察组发现，上一批
督察指出问题后，自治区于 2016年 10月通
过了《乌梁素海综合治理规划》，但一些项目
完成时限竟是 2015年底，比规划批复时间
还早了一年。同时，多个生态环境治理重点
项目仍未开工建设，工作严重滞后。“回头
看”结束后，生态环境部将此次督察情况进
行公开通报，“责任意识不强、推进落实不
力、整改工作不实”等问题被明确指出。

近年来，类似乌梁素海的生态环保问
题在一些地区反复出现，表面看是企业追
求利益、政府疏于管理所致，根子在于一
些地方党委政府“四个意识”不强，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不力，没有把履行生态环境
保护政治责任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牵牢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是十八
大以来管党治党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生
态文明建设领域，同样需要扭住落实党政
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督促各级党组织
将环保责任扛在肩上。2015 年 7 月，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环境保护
督察方案（试行）》，提出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
制。督察工作从环保部门牵头变为中央主
导，以查企业为主变为“查督并举，以督政为
主”，重点督察地方党委政府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护主体
责任的情况。在实践中，通过查实问题、剖析
根源、严肃问责，产生了强大震慑效果——

2018 年 11 月底，吉林省辽源市委原书
记王立平被免职的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8年 11月初，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吉林省开展“回头看”，对辽源市仙人河
黑臭水体整治情况进行现场督察。

“河道垃圾、粪污遍布，恶臭味隔老远
就能闻到。”在现场的督察人员韩继勇至今
印象深刻，“在检查过程中，附近的群众纷
纷过来反映情况，情绪都比较激动。”

河道治理“光说不练”，这是督察组对
辽源市整治工作的评价。除了工作严重滞
后 ，应 付 检 查 等 形 式 主 义 问 题 也 比 较 突
出。比如，辽源市水利局每日用水泵将河
内截流的部分污水抽至污水处理厂，但由
于处理厂长时间超负荷运行，大量污水无
法处理，因此截留的污水最终直排下游，只
是“污染搬家”，并没有起到治污效果。

这 些 问 题 被 督 察 组 公 开 曝 光 后 第 二
天，吉林省委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吉林省纪
委监委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赴辽源市开
展调查工作。除了问责市委书记，吉林省
还对辽源市一批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理。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不仅是对地方党委
和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工作体检”，更
是对地方党委和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政治体检”。通过紧盯地方党委政
府，促使地方不断提高环境保护责任意识，不
断落实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形成了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工作局面。

将“小问题”当作“大事情”——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村里有两个砖厂，生产废渣倾倒在小
河里”，“小区旁废弃建筑垃圾堆场大量垃圾
未进行清理”，“附近屠宰场卫生条件差，血水
四处横流”……这是某督察组在某地督察时
收到的群众信访举报件的相关内容。

督察组收到的信访件，大多看似是鸡
毛蒜皮的“小问题”，实则是一件件污染环
境、影响人民生活与健康的“大事情”——
除了推动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
岗双责”，环保督察成效的另一个突出体
现，就是推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
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6 月的广州，阴雨连绵。中央环保督察
组进驻的一段日子里，每天早上 8 点之前，
组里负责信访工作的陈伟就在驻地门口等
候邮递员了。他的任务是将寄给督察组的
信件送到督察组办公室，再由几名专门负

责的同志拆看、登记并录入信息系统，最后
与来电举报件一起汇总。

受理群众投诉并推动解决群众反映问
题是督察工作的重要环节。督察组一进
驻，就在第一时间公布举报电话和信箱地
址，接受群众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举
报。督察组将收到的信访件汇总后，分门
别类，转交给当地负责对接的协调联络小
组进行处理。按照规定，地方需定期将群
众反映的问题核实清楚、查处到位，督察组
还会将一些性质严重、事实描述清楚的作
为重点进行关注，同时对地方已办结、反馈
认为举报不实的案件进行抽查。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老百姓的所诉所
求正是督察的重点工作目标。中央第六环
保督察组在对湖南省进行督察的过程中，
接到反映衡东县有企业非法开采黏土的举
报后，立即转交衡东县处理。经调查，群众
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最终当地下发限期
改正通知书，责令涉事企业限期整改，同时
对非法取土的两家无证开采黏土企业进行
立案查处。

“把群众生态环境诉求抓在手上，放在
心上，推动地方边督边改、立行立改，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对督察工作的参与度和信任
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刘长根说。

权力越大，风险越大——自身
硬才能有所作为

“这些案例既是教训，更是警告，要切
实把自身摆进去，对照检查，任何时候都不
能有丝毫松懈……”2018 年 5 月 31 日，中
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河北的头天晚
上 10 点，督察人员徐锡惠在工作群收到了
临时党支部发布的第一期《以案说纪 警钟
长鸣》学习文件。

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肩负着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承担
着对突出环境问题的督察、督促、整改的重
要职责，随着督察严肃性、权威性的增加，
督察人员面临的诱惑和被“围猎”的风险也
越来越大。

“在督察期间，企业负责人多次给我打
电话发短信，要求当面汇报整改情况，甚至
我回到北京后，还试图来找我。”说这些的，
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督察二处
负责人邢长城。2018 年 3 月，他曾经带队
在江苏省对某个大型上市化工企业开展专
项督察。

随着督察的深入，各种问题的暴露，该
企业负责人坐立不安。他一方面不断与邢
长城“套近乎”“拉关系”，同时妄图调动各
方关系向督察组施压。像这样的情形，不
少督察人员在工作中都曾经历过。

下转三版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记者王诗雨
本报见习记者李玲玉

“该企业应停产两条生产线，但只停一
条，应属未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
要求的问题。”……3 月 26 日晚上 11 点，生
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大气强化监督办
公室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通过微信、电话
挨个解答各地工作组的问题。

同一时间，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成
都市新津县生态环境局正在做突击夜查行
动的最后准备工作。零点，新津县生态环
境局将派出 4 个执法小组，对 9 家涉 VOC

（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开展突击检查。
从中央到地方，从黎明到深夜，环境执

法人员忙碌、奋斗的身影，成为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行动中一抹耀眼的亮色。

挥起“斩污利剑”保持监管执法
高压态势

“你知道那工棚大门藏在哪里吗？竟
然藏在近 2 层楼高的牛粪堆场里！”福建南
平市建阳环境执法大队“90 后”执法人员
林岱梁，从没想过自己参加工作后能有如
此丰富的人生经历。

某天，建阳生态环境局接到群众投诉，
称其住所周边夜间有恶臭。通过多次走访
排查，执法大队将恶臭来源锁定在该群众家
附近养殖场的一座工棚内。但由于该工棚采
取“打游击”方式逃避监管，只在晚上不定期
地生产，白天就用牛粪将门堵住，从外面根本
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因此执法大队决定守株
待兔，待其开始生产再来个人赃俱获。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几 天 后 的 凌 晨 3
点，工棚正在开工生产的消息传来。

“走！”虽然夜间山路车特别不好开，但大
队长二话没说，带上林岱梁等人立刻出发，凌
晨4点多抵达养殖场附近，进行突击检查。

工棚内，6 个转鼓正在运行转滚泡洗
牛皮，而泡洗废水只经铁丝网过滤和三级
沉淀后，就被排放至牛粪堆场边的泥土沟
中。用 pH 试纸进行检测，发现多处废水
呈强酸性。

固定证据，采集水样，责令立即关停
转鼓，禁止排放废水，对现场负责人、多名
工 人 连 夜 进 行 询 问 调 查 …… 经 查 ，该 厂
PVC 管出口处废水 pH 值为 1.87，低于 2，
已达到危险废物标准。必须严格处罚、毫
不手软。最后，相关负责人被公安机关刑
拘，并将根据案件情况追究其刑事责任。

像这样夜间作战、几天不睡的经历，
对于林岱梁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而比林
岱梁年长近 10 岁的湖北武汉市环境监察
支队“80 后”科长张平，在环境执法领域更
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去年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张平所在
执法组发现某化工企业通过排气筒旁路
偷排废气。“我们生产出现了故障，为了应
急才将旁路打开，只不过还没来得及报备
呢。”该企业主对此振振有词。

他说的属实吗？真的只是一个巧合
吗？多年的一线执法经验让张平心生疑
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问题，执法组从

该企业生产中控系统中调出相关数据，比
对非故障期间和故障期间的生产工况、排
放量等，很快发现该企业主在说谎——所
谓的“故障”根本不存在，该企业长期通过
排气筒旁路规避检查进行偷排。

面对确凿的证据，原本还理直气壮的
企业主一下子慌了。最后该企业主被依
法行政拘留，该企业被责令停产整治。“如
果以前的执法对某些企业来说只是挠痒
痒、打巴掌的话，那么新环保法实施后，我
们真的装上了‘钢牙利齿’。”张平说。

像林岱梁、张平这样战斗在一线的环
境执法者还有许许多多，他们“零容忍”对
待每一起环境违法行为，认真解决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用过硬的专业能力和
动真碰硬的行动，给予违法排污企业严厉
痛击，守护一方碧水蓝天净土。

执法不讲人情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

为了处理环保投诉每天跑十来个现
场而顾不上吃午饭，为了治理养猪场污染
而接近猪粪整整一年，为了勘清渗滤液囤
积的危险而毅然爬上垃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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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孟伟的问题。有人说，“这
是不是就是他的领导风格？”“是不是谁坐到这个位置
了都会这样？”另有一些人认为孟伟离自己很远，“他得
了病为什么要我吃药？”

不同人群不同心态，要把思想误区扭转过来、纪律
严肃起来、作风整顿过来，任务还很重。

环科院专项教育整改活动，是整个环保系统专项
治理工作的“头炮”。头炮必须得打响。“一年间，部领
导到我们院来了 24 次。其中部长就来了 4 次，在整改
方案上批示了两页纸；分管副部长来了 8 次，跟我们班
子开民主生活会从晚上 7 点一直开到凌晨 1 点半；驻部
纪检监察组长来了 5 次，全程指导。”环科院党委书记
陈斌说。

按照方案，整个活动分为学习教育、剖析检查、推
进整改、组织处理、机制健全、“回头看”阶段，持续近一
年，共举行推进会、座谈会等各类会议（活动）132次。

而其中，专题组织生活会是教育整改的重要内容
和载体。院领导班子见人见事、不回避不推诿，把自己
挖开了谈透了。各党支部也纷纷召开会议，督导组全
程督导，其中物业党支部就因为过不了关开了三回。

“第一回一群人坐那稀稀拉拉的，一个刚毕业的小
姑娘坐在 C 位记录，7、8 个党员缩在后排边上，还有人
穿着大裤衩、拖鞋。当时我就说你们这哪行，不严肃不
规范，必须重开。”石效卷说。

到第二回，形式上是规范了，可是内容听下来还是
让她直生气，批评与自我批评不痛不痒，诸如“领导别
着急别生气”“要注意身体”之类，这次组织生活会又被
叫停。

到了第三次，这个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终于开出
辣味了。会上党员干部把多年积攒在心里、过去没机
会说也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批评得非常到位。比
如有同志就批评了一位因提拔受挫而闹过情绪的干
部，“你被孟伟压着没提是他的问题，但你闹情绪对工
作不负责任就是你的问题了”，对此，这位干部心服口
服。大家把心里的隔阂在这种正常的组织生活中提出
来，多年的积怨得到化解，心结被打开，党支部凝聚力
明显增强。

一方面批评与自我批评，另一方面榜样引领。纪
检组还为环科院请来了载人航天专家戚发轫院士等作
专题报告，“让他们看看真正的院士、真正的共产党员
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不是有大脾气，而是有大情怀。”驻
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吴海英说。

浚其源、涵其林，干部职工精气神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我能清楚感觉到，在这近一年教育整改中，环科院
干部职工经历了从抵触、事不关己、隔靴搔痒再到把自
己真正摆进去的转变，经历了思想上的一次新生。”驻
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孟伟专案组组长陈春江说。而
环科院这艘“船”，也终于拨回到正确的航向。

校准航向——重振士气，奔着党和人
民需要的方向前行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引
起全国关注，那就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
专家表示，目前已基本弄清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重污染的成因。这个攻关联合中心就设在中国环科
院，以环科院为主体，组织 200多家单位共同攻关。

“这个项目是李克强总理在前年两会上提出的，用
的科研经费也是总理基金，这两年来我们组织全国大
气污染防治领域最优秀的 2000 多名专家，跑遍了 2+26

个城市，丝毫不敢懈怠，把它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
成。”大气攻关中心副主任柴发合早已退休，在国家有
需要时，毅然投入到这项事业中。

有为才有位。重生后的环科院，在国家环保攻坚战
场上体现出很强的使命担当、敬业精神以及科研实力，国
家把越来越多的重要任务交给他们，国家重点项目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去年也在环科院成立。

科研能力、个人发展与服务大局相互促进。去年
环科院 ESI国际排名往前挪动 55 位，一大批年轻骨干、
党员干部在实践中成长起来。2018 年提拔了 3 批 21
位干部，近期还拟提拔第 4批青年干部 11人。

去年提拔的干部，其中一位就是王丽婧。王丽婧
平日背着双肩包穿着球鞋，看上去还是一副学生模样，
想不到已是长江保护修复中心总工程师。她说，“我就
是这次公开选拔也可以说是教育整改的受益者。”“以
前我们从不知道领导干部是怎么产生的，这次我看全
院在公开竞聘，就想去报名吧，没想到真的就当上了。”

有服务国家大局的成就感，有干事创业的平台，还
有上升的机会，人生有了希望与盼头，干部职工的工作
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绿盾”行动、2018 年清
废行动……在国家环保攻坚主战场上，环科院职工尤
其是党员干部冲在前面，舍小家为大家，涌现出一大批
感人事迹——长江中心负责人刘录三的爱人患癌症晚
期，他向组织隐瞒了情况，依然奋战在第一线，所在党
支部得知后，大家每晚轮流帮他照顾生病的妻子；水环
境研究所魏大和同志夫妻两人都参加了环保督查工
作，两人甚至很长时间不能见面……从陷入“五小”到
心怀大局，环科院科研工作者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坐标，
找回了服务国家与人民的家国情怀。

感受到变化的同时，环科院人也清醒地认识到，政
治生态的净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巩固发展和持
续深化的工作仍任重道远，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主动觉
悟和信心。

忙到深夜方走出长江中心的王丽婧，想起李干杰
同志在青年座谈会上说过的“人的苦不在于工作辛苦，
而是苦在没有干事创业的平台和机会”，此时此刻她突
然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她内心感觉到前所未
有的充实与幸福。

（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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