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主题内容：
征文主题为“普查数据如何审”，旨在征集各地对普查数据审核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二、活动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7月 31日结束。
三、来稿要求：
1.来稿应论点明确，文字规范，数据准确，层次清晰，字数在 2000 字以内。
2.来稿应为原创，不得侵犯任何版权或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3.投稿邮箱：wwpcxyc@163.com。
特别注意：请在来稿中附上姓名、单位、邮寄地址、邮编、电话、身份证号等信息，一旦文章获奖，主办方将
寄送获奖证书和奖品。
4.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四、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名、优秀奖若干名。
联系人：郭婷 宋杨 电话：010-67118620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依据《全国污染源
普查条例》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调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
阶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是为
全面摸清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家底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2019 年是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收官之年。改善环境质量、服务
管理决策，补齐生态环境短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能否实现，数
据质量是关键。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普查数据审核，层层把关，严格验
收，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为推动普查工作顺利开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经生态环境部批
准，现决定开展“普查数据如何审”征文活动。此次活动由生态环境部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环境报社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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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常态化运转

弥补制度缺失 实现损害担责

文章开头提到的丽水市生态环境局
遂昌分局与衢州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达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还要从去年说起。

2018 年 11 月，有群众举报称，有人
在遂昌县湖山乡九墅岭倾倒工业污泥，
不仅量大，而且还有刺激性气味。闻讯
后，遂昌分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赴现场
取样送检，初步判定有约 60 吨工业压滤
污泥，形成了 12×6 米的泥堆，已对当地
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遂昌分局迅速成立专项调查小组，
对这一案件进行立案查处。在公安部门
的协助调查下，通过走访群众了解污泥倾
倒时间，调阅视频监控锁定运输车辆，检查
企业出库台账等方式，最终确定涉嫌倾倒
污泥企业为衢州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在

查实倾倒企业后，遂昌分局依法对此非
法跨区域倾倒固废行为作出罚款 5 万元
行政处罚决定后，代表本级赔偿权利人，
启动了生态环境赔偿问题磋商，依据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出具的鉴定意
见书、评估报告和修复方案等，积极与这
家公司展开交涉。

在签署的协议中，记者看到，衢州某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全额承担生态损
害赔偿费用 35万元。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雷金松介
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常态化运
转不仅是实现损害担责的需要，也是弥
补制度缺失的需要。这些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案例将有效震慑环境违法行为，以
往的“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
不合理局面将会得到有效破解。

◆本报通讯员董浩王雯
记者晏利扬

“我公司愿意承担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
任，坚决配合做好后续
工作……”4月 19日，浙
江省丽水市生态环境局
遂昌分局与衢州某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就一起跨
区域偷运倾倒工业污泥
案达成了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协议。

早在今年 1月 9日，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龙泉分
局办理的丽水首例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也顺利
告结。

这都得益于丽水市去
年年底出台的《丽水市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今年以来，丽
水市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充分运用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特别是通过司
法手段，依法追究了一些
企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
任，切实让环境破坏者尝
到“苦头”、付出代价。

加快绿色发展崛起步伐
努力建设“山川秀美”新甘肃

去年年底，丽水市出台《丽水市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在全市试行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计划到 2020 年，初步构建起
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
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

《方案》在省级方案的基础上，结合
丽水市实际，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赔
偿范围、损害赔偿的调查启动、损害赔偿
的磋商和诉讼规则、生态环境修复与损
害赔偿的执行监督等内容作了进一步细
化明确。

《方案》明确 5 种情形应当依法追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发生较大及以
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在国家、省和市级主
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事件的；在丽水市生态保护红线陆域范
围内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
害的；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
的。确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赔偿范
围，包括清除污染费用、应急处置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
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
损害造成的损失、调查取证、专家咨询、
环境监测、鉴定、勘验、评估、律师代理等
合理费用。

丽水市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
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
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
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
系统功能退化，都将适用《方案》。

赔偿的最终目的是修复

破坏环境不仅要罚还要赔偿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赵
磊定州报道 河北省定州市日前
印发《定州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实施方案（2018-2020 年）》，提出
到 2020 年，定州市货物运输结构
明显优化，形成“宜铁则铁、宜公
则公”的综合运输发展格局。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定州
市铁路承担的大宗货物运输量显
著提高，全市铁路货运发送量比
2017年增加45万吨以上；公路承担
的大宗货物运输量不断下降，焦炭
原则上主要改由铁路运输；大型能
源性企业以铁路运输为主的格局
初步形成，全市大宗货物年货运
量 150 万吨以上的和新建及搬迁
转移的电厂、汽车制造等大型企
业，以及新建物流园区，原则上全
部修建铁路专用线，具有铁路专
用线的大型工矿企业大宗货物铁
路运输比例达到 80%以上。

为实现上述目标，定州市将
加快大型能源企业和物流园区铁
路专用线建设，推进铁路与国华
定电、旭阳焦化、汽车制造等各类
企业多元化融资建设、协议共用
铁路专用线。优化铁路货运受理
方式，对焦炭、汽车制造等大宗货
物 敞 开 收 货 ，优 先 保 障 运 力 供
给。大力推进钟摆式运输，充分
利用铁路返程运力开展建材、集
装箱等运输，提高铁路利用效率。

同时，加快公路货运转型升
级，强化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
理，加强柴油货车超标排放治理。
建立机动车超标排放信息数据库，
将超标排放车辆、运输企业和驾驶
员信息纳入“黑名单”，依法向社会
公开并进行处罚。按照国家要求
淘汰更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
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鼓励大型运
输企业加快推广应用新能源和清
洁能源车辆，减少污染排放。

定州推进
运输结构大调整
具有铁路专用线的企业
铁路运输要超八成

本报记者蒋朝晖大理报道 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委书记陈坚日前在洱
源县巡河时强调，要围绕“减轻污染负
荷、增加清水入湖”目标，持续用力，精
准施策，打赢“北三江”（弥苴河、永安
江、罗时江）水质改善攻坚战，力争入湖
口水质达到Ⅲ类。

弥苴河、永安江、罗时江是洱海主
要的入湖河流，入湖水量约占洱海总水
量 的 57% ，约 占 洱 海 年 补 充 水 量 的
70%。

陈坚先后深入罗时江中和湿地、弥
苴河大凤路桥断面、西湖幸福闸藻水分
离站二期、下山口分流减负点、县城第
二污水处理厂、茈碧湖镇上村湿地、弥
茨河小水坝湿地等地，实地调研弥苴河
河长制及项目建设、腾塘腾库等工作，
并开展巡河。

在调研座谈会上，陈坚指出，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洱海源头保护
治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采取更加有力
的措施，力争“北三江”入湖口水质达到
Ⅲ类。要坚持治污优先，做到末端治理
和源头治理相结合，生态种植和高效节
水双管齐下，从源头上削减污染负荷。
要提速工程治理，积极规划和争取一批
新项目。要坚持治水和管水同步，不断
创新体制机制，实行精细化管理，做到
管治并重、责任到位。

陈坚要求，要强化党建引领，把“北
三江”水质改善攻坚战作为基层党建创
新提质年的重点，以中心工作成效检验
基层党建工作实效。要创新群众工作
方法，提高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让
群众真正成为“北三江”水质改善提升
的主力军和主人翁。要加强州县工作
联动，形成常态化研究和考核监督机
制，突破工作瓶颈，提高工作效率。

大理州委书记要求管好洱海主要入湖河流

力争入湖口水质达到Ⅲ类

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槐荫分局将生态文明宣传与社区活动有机结合，在
辖区美里湖办事处美里新居举办以“蓝天保卫战 我是行动者”为主题的“生态文明
进社区”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也是槐荫区生态文明知识“五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槐荫区将通过这些活动，营造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参与文明创建的良好氛
围。 王文硕 刘向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