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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督察 进行时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

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偷排废气、超标排污，对监管不配合，对群众正常诉求漠不关心

上海振华集团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

不在加强红树林保护上下功夫，却在撤销保护区、减少保护区面积上花力气

海南澄迈县肆意围填海破坏红树林

本报讯 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期间，上海振华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集团）
长兴基地因环境污染问题被群众举
报。2019 年 7 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进驻上海伊始，又频繁收到
关于该企业环境污染问题的投诉。督
察组立即组织现场调查，发现振华集团
作为中央企业，环保意识十分淡薄，环
境违法问题突出，社会责任长期落实不
到位；当地以罚代管，企业肆意排污问
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振华集团隶属于中国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长兴基地是振华集团
最大的生产基地，位于上海市崇明区
长兴岛西南侧，占地约 5000 亩，主要
从 事 各 类 港 口 机 械 和 钢 结 构 生 产 。
该公司生产废水收集后排入长兴岛
污水处理厂处理。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督察组
按有关规定将群众举报的多项涉及振
华集团长兴基地的环境问题转交地方
查处。上海崇明区反馈称：对该企业废
水超标排放、私设暗管及利用雨水口排
放污水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并责令改正；同时，振华集团已制定
VOCs治理计划，试点车间 VOCs整治
计划于2016年底完成，总体治理项目正
在推进实施。但本次督察发现，振华集
团长兴基地环境污染问题根本没有有
效整改，环境违法问题仍然突出。

环境违法行为频发，厂
群矛盾突出，态度傲慢

环境问题突出，违法行为频发。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以来，振华集团
长兴基地共被上海市、崇明区两级生
态环境部门立案处罚 14 次，责令改正
1 次，其中因露天喷漆被罚 6 次，因危
险废物管理问题被罚 4 次，因偷排废

气被罚 2 次，因未批先建被罚 1 次，通过雨水排
口偷排污水被罚 1 次，因无组织排放责令改正
1 次。这些环境违法行为既有建设项目未批
先建等手续问题，又有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
废气无组织排放等管理问题，还有擅自偷排废
气、超标排污，甚至同类违法行为屡次发生等
问题。

其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该基地大气污
染问题。该基地 60%左右的喷漆是露天作业，
每年露天喷漆使用 240 万升左右的油漆和 60
万升左右的稀释剂，这些露天喷漆工序没有任
何污染防治设施，对周边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
造成危害。督察组现场检查还发现，该基地仅
有 30 台焊接废气收集设备，只能收集处理全
基地 3%的焊接废气；现场检查时，这些仅有的
焊接废气收集设备闲置一旁，没有正常使用。

漠视群众利益，厂群矛盾突出。振华集团长
兴基地厂区周边 300米内居住着 197户居民，距
厂界最近的仅隔一条小河。据崇明区信访办等
部门提供的材料，因为地域位置相邻，该基地镀
锌车间废气排放使得附近村民家中桌椅和屋外
车辆上常有难以清洗的粉尘，喷砂车间的铁珠曾

数次将居民家中玻璃砸坏，导致附近居民多次报
警，严重影响周边环境。

督察组调阅近年来群众信访投诉资料发
现，2017 年以来，振华集团长兴基地与周边群
众矛盾不断加剧。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周
边群众对该基地环境问题投诉 83次，涉及项目
审批和水、气、危险废物、噪声、光等方面环境污
染问题，这些投诉问题都是生态环境部门已查处
并反复要求企业整改的环境违法行为。但是振
华集团社会责任缺失，不仅不从自身找原因，不
积极整改环境问题，反而振振有词，甚至指责一
些投诉是恶意举报和无理指控。

法律意识淡薄，态度傲慢。因群众反应强
烈，厂群矛盾不断加剧。2019年 5月，崇明区信
访部门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报送了《振华集团
长兴基地环境污染信访问题的情况专报》。崇明
区委主要领导通过上海市长兴岛开发办将《情况
专报》转交振华集团主要负责人。

针对《情况专报》，振华集团向上海市长
兴岛开发办出具公文回函。在回函中，振华
集团对崇明区信访部门没有事先告知，就出
具内部《情况专报》大为不满。认为区生态环

境部门为应付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
企业检查频次过多，查到环境违法问
题就处罚，是搞“一刀切”。将生态环
境部门的合法履职行为，指责为事先
没有和企业沟通的“擅自”处罚，是“官
僚主义作风和本位主义问题”。

督察发现，早在 2002 年原上海市
环保局批复的环评中，就对长兴基地
拼装场地初期雨水收集和喷漆工艺大
气污染防治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振华
集团一直没有落实到位。17 年后还在
回函中认为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的整改
要求，是不切实际、不能完成的任务。

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长期落实不到位

振华集团作为中央企业，政治站
位不高，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淡薄，
对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正常监管不配合；
社会责任缺失，对周边群众的正常诉求
漠不关心，长期以来忽视环境保护；生态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长期落实不到位，只
强调客观原因、历史原因，缺乏从主观、
从自身找问题、抓整改，绿色发展在该企
业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针对督察发现的问题，督察组要
求上海市有关区县和部门要敢于动真
碰硬，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严肃查
处振华集团长兴基地各类环境违法问
题，敦促企业加快整改进度，切实回应
人民群众关切，有效增强人民群众生
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
时，督察组要求上海市有关区县和部
门要坚决落实辖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管
责任，不管是什么企业都要依法监管，
严格执法，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决
策部署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政策
贯彻落实到位。 杜察文

图为现场
堆 集 的 油 漆
桶。

本报讯 2019 年 7 月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海南督察以来，不断收
到群众举报，反映海南澄迈县沿海区域围
海造地、毁坏红树林问题。根据群众举报
和前期掌握的问题线索，督察组对澄迈县开
展了下沉督察。督察发现，澄迈县花场湾红
树林自然保护区、盈滨内海不仅没有按照第
一轮督察要求进行整改，而且顶风而上，肆
意围填海、破坏红树林，性质十分恶劣。

红树林是热带海洋河口、滩涂上特有
的珍贵森林植被，是多种生物生长、繁衍、
栖息的重要场所，是生物链循环中十分重
要的独立生态系统。澄迈县花场湾红树
林自然保护区位于澄迈县大丰镇，1995 年
12 月经澄迈县政府批准建立，保护区范围
包括：花场湾养虾基地大堤外侧成片生长
的红树林区，以及花场湾周围自然生长分
布的红树林，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2012
年 11 月国务院批准《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并将该保护区整体纳入海
洋保护区，面积约 11.47 平方公里，要求按
照自然保护区要求实行管理。

盈滨内海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海
域总面积约 5.25 平方公里，是典型的潮汐
汊道（潟湖）港湾，潮间带分布着多物种天
然红树林群落，是重要的海洋湿地。

2017 年 8 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指
出海南省违规填海造地、破坏红树林等问
题，海南整改方案明确：严格生态功能区监
管，全面恢复修复沿海防护林带和红树林等
生态系统。但第一轮督察之后，澄迈县花场
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盈滨内海等区域生态
系统不仅未得到修复，反而因开发旅游地
产，持续填海造地，红树林遭到进一步破坏。

第一轮督察后，仍在保护区
内持续违法填海造地约122亩

督察组现场查勘了澄迈县花场湾红
树林自然保护区、盈滨内海红树林被侵
占、破坏的现状，调阅相关文件材料，发现

以下几方面突出问题：
侵占破坏自然保护区。 1995-1996

年，海南华侨农场将花场湾 7873 亩土地以
旅游用地名义转让给海南省中大旅业公
司等企业，2009-2011 年又陆续转手给海
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力公司）7852 亩。海南富力公司权属用地
中 ，有 4641.61 亩 属 红 树 林 区 域 ，以 及 滩
涂、鱼塘、海洋等海域，位于海洋保护区范
围内。

富力公司在开发红树湾房地产项目
过程中，不断蚕食侵占海洋保护区，2016
年以来该项目填海侵占澄迈县花场湾红
树林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92 亩，至今未恢复
原状。根据澄迈县有关部门巡查记录，红
树湾项目建设过程中先后 5 次破坏红树
林，累计毁坏红树林约 4700 株。2019 年 4
月，红树湾项目继续在保护区内填海建设
楼盘，以致阻碍潮水交互，致使 9.69 亩保
护区范围内的 1582 株红树林枯死。

长期违法填海造地。海南宁翔实业
有限公司滨乐港湾度假区围填海项目位
于盈滨内海，第一轮督察结束后，该项目
开始围海造地，肆无忌惮填埋红树林 4664
株，涉及区域面积 8.8 亩，2017 年 10 月因
群众举报被县森林公安局立案侦查。但
到 2019 年 2 月，该项目已完成填海，填海
面积 5.33 公顷，致使周边残存的红树林生
长环境也受到严重影响，经现场核实，已
有 1960 株红树林枯死。

督察还发现，滨乐港湾度假区项目海
洋环评报告未提及保护红树林的目标要
求，对拟填海区域红树林现状视而不见，
但却顺利通过县海洋部门的审批，进而

“骗取”海域使用权。此外，2015 年以来，
红树湾项目在花场湾自然保护区内持续
违法填海造地约 460 亩，并占用大片自然
岸线，用于建设高层住宅。其中，第一轮
督察之后，持续违法填海造地约 122亩。

调整规划为旅游地产让路。针对红
树湾项目侵占花场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问题，澄迈县不仅没有及时制止、督促整
改，反而在总体规划修订时将保护区土地
调整为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以使红树湾
项目合法化。2018 年 12 月《澄迈县总体
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已将红树湾项
目填海侵占的保护区核心区部分区域调
整为农用地和旅游建设用地。

澄迈县不在加强红树林保护上下功
夫，却在撤销保护区、减少保护区面积上
花力气。2015 年以来，澄迈县多次召开会
议研究讨论申请撤销保护区、调整保护区
范围来代替整改，为红树湾项目开发“量身
打造”方案。2017年以来，澄迈县先后向省
林业厅、省生态环境厅申请调整澄迈县花场
湾沿岸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但
均未获得批准。但澄迈县2018年12月擅自
按《澄迈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执
行，实际已违规调整了保护区范围、土地性
质，为旅游地产开发铺了路。

执法不力监管缺位。2015 年 5 月底
以来，红树湾项目涉及的 15 个区块住宅和
高尔夫球场等建设内容未批先建、未验先
投，但当地有关部门未予制止。针对红树
湾项目非法侵占保护区的问题，县林业部门
虽然要求恢复原状，但至今没有落实；针对
建设项目直接破坏红树林行为，县森林公安
局只对施工人员进行立案起诉，未涉及红树
湾项目管理人员；针对富力公司违法填海建
设并导致 9亩红树林枯死的问题，当地公安
机关至今尚未立案调查。

2017 年以来，海南宁翔实业有限公司
和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持续在盈滨
内海非法实施抽砂填海，县海洋部门只要
求停止违法行为，只对两公司分别处以 3
万元和 4 万元罚款，但填海行为仍在持续
进行。县森林公安局虽对海南宁翔实业
有限公司毁坏红树林问题以立案侦查，但
调查不清、疑点重重，2019 年 5 月省森林
公安局又指派澄迈县公安局重新查办。

督察整改敷衍应对。2017 年 8 月第
一轮督察期间，中央环保督察组曾 5 次交

办红树湾项目违法填海造地、侵占海岸
线、破坏红树林，以及生活污水和建筑垃圾
污染环境问题，澄迈县没有全面排查，没有
调查核实，整改敷衍应对、弄虚作假，上报的
公开查处情况严重失实。2019年4月底至5
月初，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生态环
境部现场调查媒体反映富力公司破坏红树
林问题期间，澄迈县政府主要领导及林业等
部门仍然百般应付，甚至提供“红树林枯死
是因为病虫害”等不实结论。

澄迈县委县政府长期以来
轻视生态文明建设，对问题不
愿为、不敢为

澄迈县委、县政府政治站位不高，责任
意识不强，长期以来轻视生态文明建设，对
第一轮中央督察交办问题，蜻蜓点水，敷衍
应对，对问题一带而过，不愿为、不敢为，没
有真正对自然保护区、海岸带督察整改工作
动真碰硬，监督管理形式化，督察整改走过
场。直至 2019年 4月媒体曝光红树湾红树
林枯死、中央领导作出指示、生态环境部介
入调查后，县委、县政府才引起重视。

澄迈县海洋、林业、环保等部门在明
知相关项目严重违法的情况下，仍然“以
罚代管”“一罚了之”，对违法企业简单罚
款，不痛不痒，不仅未解决问题，反而进一
步助长了企业的侥幸心理，导致违规填海
造地、破坏红树林等情况频频发生，生态
破坏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海南省海洋部门对海域使用把关不
严，未认真核实，即给予宁翔公司填海项
目围填海指标；对澄迈县花场湾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长期疏于监督，导致保护区不断受
到蚕食。省林业部门未调查核实花场湾海
洋功能区划，对保护区监督指导不到位。省
规划部门对澄迈县总体规划审查把关不严，
对澄迈县擅自将花场湾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部分区域调成农用地、旅游建设
用地的问题听之任之。 杜察文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海南时发现，澄迈县花场
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盈滨内海
不仅没有按照第一轮督察要求进
行整改，而且顶风而上，肆意围填
海、破坏红树林，性质十分恶劣。

从案件的通报中，我们看到，
澄迈县只是对违法企业进行了罚
款，围填海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
决，反而愈加严重。这种以罚代
管、以罚代改的现象在全国都有
一定的代表性，从某种意义讲，是
政治站位不高、敷衍应对整改的
一种表现形式。

罚款，或者问责，仅仅是对违
法违规以及失职渎职行为的惩罚
性手段，而整改是要解决问题，不
但要停止违法违规行为，而且要
彻底消除错误行为所产生的后果
和影响。澄迈县对违法企业只是
简单罚款，不痛不痒，不仅未解决
问题，反而进一步助长了企业的
侥幸心理，根本没有把中央环保
督察整改要求当一回事，导致违
规填海造地、破坏红树林等情况
频频发生。

澄迈县之所以这样做，是看
到了开发旅游地产项目带来的眼
前经济效益，而忽略了保护红树林
的长远生态效益。因为地产项目
会直接体现在当下的 GDP 增长
上，而生态效益短期内则不易显现

出来。经济效益是显性的、即期
的，生态效益是隐性的、远期的。
这就是一些地方“鼓了钱袋毁了生
态”、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
的真正原因所在。

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
式，是不可持续的，且会贻害后
人。作为执政者，既要考虑当下，
更要考虑长远。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
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
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
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
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
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既是对生
态环保工作的检查，也是对经济
发展方式的一次透视。督察中发
现的环境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病灶。有病就
要治，不然就要殃及全身。地方
党委政府要以此为鉴，猛然惊醒，
对违法违规问题，除了罚款和问
责之外，更要确保整改措施到位、
问题解决到位。

整改决不能止于罚款问责
马新萍

本报记者肖琪古田报道“来
到这片红色土地，一种崇高感油
然而生。我们感受着革命先辈挥
洒血泪的光辉岁月，感受着曾经
激荡在古田的革命激情，这是一
次革命思想的洗礼，是一次重整
行装的再出发。”近日，中央第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开展主题教
育党日活动，当晚“坚定理想信
念，从古田再出发”的主题党课感
动着每一个人。

伴随着对革命精神和革命先
烈的敬仰之情，组长黄龙云带领
全体督察成员瞻仰古田会议会
址、毛主席纪念园、瞿秋白烈士纪
念馆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思想上建党是红色圣地重
要的革命精神体现。同时，对督
察组的每个同志而言也是永恒的
课题。”黄龙云感触深刻，“来到古
田，全体督察组成员通过学习红
色圣地的革命精神、时代精神，感
悟红色圣地的宗旨和初心，学习
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辉历史，坚
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良作风，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

在红色圣地，督察组重温革

命精神，重温党员初心。作为督
察组成员，他们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作为生态环保铁军，他
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来武装头脑。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督察组
成员感受着红色圣地新时代精神
的召唤。“我们一定要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督察工作不仅有
专业的技术要求，从根本上讲还
要增强政治意识，把人民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黄龙云说，“我们必
须将政治意识铭记于心，并身体
力行。”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从红色圣地古田再出发，督察组
成员纷纷表示，要向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争做生态环保铁军的排头兵，为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
中国贡献力量。

中央第二督察组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坚定理想信念 从古田再出发

◆本报记者邓玥

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近
日专程来到振华重工集团长兴基
地调研，发现该央企生态环境问
题十分严重。

督察组一位成员用“不来不
知道，一来吓一跳”表达了震惊。
该央企相关负责人生态环保意识
的淡薄程度，对周边居民切身利
益的漠视程度，对生态环保相关
法律法规的完全不掌握，让督察
组相关负责人当场建议央企领导
到投诉老百姓家里坐一坐，深入
调查了解情况，切实增强生态环
保意识。

家门口的绿树长了
“红雀斑”

当督察组一行乘坐的中巴车

来到振华重工集团长兴基地时，
督察组成员先在企业内查看了企
业生产环境。

占地 304 万平方米的长兴基
地，宽阔的厂区景色格外漂亮。
蓝色的厂房墙面上，印着“把安全
生产放在第一位”“发展企业 振
兴中华”字样的白色标语。

然而，当督察组一下车，却发
现自己踩在了“红土地”上，走到
哪里，红色的粉尘蔓延到哪里。
地面上摆放的蓝色器械，朝上的
一面有如生锈了一般。

督察组相关负责人用手指往
身边的箱体上一抹，搓了搓指尖
问：“你们平常有露天喷漆作业吗？”

下转二版

振华重工长兴基地被周边群众投诉80余次

督察组建议企业领导到周边群众家坐坐

本报记者史小静北京报道 为鼓励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生态环境监测标准
制修订工作，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标准的
技术储备，加快完善生态环境监测标准
体系，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出通知，向社
会公开征集标准制修订建议。

此次征集的生态环境监测类标准
制修订建议，包括用于环境质量、污染源
排放和生态状况监测的方法和技术，涵盖
水、废水、环境空气、固定源、土壤、沉积
物、固体废物、噪声、生物、生态等要素，涉
及应急、遥感、质控、履约等领域。

征集要求，标准制修订建议的技术
内容应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且经过实践
应用；标准制修订建议的技术内容应具
有普遍适用性和通用性，涉及的技术原则
上应是通用技术，涉及的产品应已商品化
并有 2家以上的供应商；标准制修订建议
中不得规定采用特定企业的技术、产品和
服务，不得出现特定企业的商标名称；标
准制修订建议不得采用尚在保护期内的
专利技术和配方不公开的试剂。

各级各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科研
院所、高校等企业、事业单位可根据自

身研究成果，结合生态环境监测实际工
作需要，提出标准制修订建议。经筛选
和评审，内容符合生态环境监测需求、
体例格式及表述规范、与现有标准体系
协调一致的标准建议，可纳入“绿色通道”
范围立项，即从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环节
开始标准制修订工作，按照《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完成后续制
修订程序。未纳入“绿色通道”范围立项
的标准制修订建议不予公开。

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31日。

生态环境部公开征集生态环境监测类标准制修订建议
包括用于环境质量、污染源排放和生态状况监测的方法和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