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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李新
义唐山报道 河北省唐山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张艳春不久前带领市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先后深入乐
亭县和开平区，就全市水污染防治

“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
法检查。

检查组一行实地察看了乐亭县
众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滦河考
核断面监测取水点位，开平区双桥
镇双桥村污水处理站和越河清雅园
污水处理站，就面源污染、滦河入海
水污染及污水处理站建设和运行等
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并分别召开
座谈会，听取所到县（市 、区）关于水
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贯彻落实情
况的汇报，就执法检查的主要内容
与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交流座谈。

执法检查组在检查中强调，水
污染防治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各级政府和部门要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水污
染防治工作在唐山落地落实。各级
人大要充分发挥执法检查的“法律
巡视”利剑作用，以生态文明建设的
新成效推动唐山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开展水污染防治“一法
一条例”执法检查是今年唐山市人
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此
次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将
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根据执
法检查情况部署专题询问事项。

8 月下旬，唐山市人大常委会
将听取和审议检查组关于水污染防
治“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并
召开联组会议开展专题询问。

本报记者李涛西安报道 陕西省子长县县委宣传部近日发布通报
称，8 月 1 日陕西子长县一蓄水坝发生溃塌，导致大量“黑 水 ”下 泄 至 县
城街道、河道一事，经初步调查，发生事故的两处弃渣点系违法倾倒
形成，子长县公安局以重大责任事故案立案侦查，并对两名嫌疑人依
法刑事拘留。

在近日网络上流传的多段现场视频中，记者看到，8 月 1 日当天，掺杂
着煤泥的洪水涌进子长城区的街道，道路、汽车、电线杆都染上了泥泞。
一位视频拍摄者站在桃树洼沟大桥上向下拍摄，往日清澈的河道中奔涌
着灰黑色的湍流。一旁的路人招呼他快点离开，因为大水已开始漫上桥
梁。在下一段从河岸上拍摄的视频中，黑水已从桃树洼沟大桥的边沿倾
泻而下，形成一道漆黑的“瀑布”。

另外一段视频中，一名 60 多岁的女性被卷入“黑水”中，被冲出数百
米后，她抓住了桥头的一根柱子，最终被人救起，上岸后成了不折不扣的

“黑泥人。”
官方通报称，本次事故原因是子长县永兴洗煤有限

责任公司洗煤厂两处弃渣点，由于连日强降雨形成弃
渣蓄水池，发生滑塌造成下游鱼塘溢流涌入洗煤厂，导
致“黑水”沿沟道、街道进入县城秀延河。据初步统计，
事故导致 1 人受伤，1 人清洗物品时触电身亡，24 户群
众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初步估计为 230 余万
元。事件未对子长县饮用水源造成影响。

据了解，子长县永兴洗煤有限责任公司占地约
9600 平方米，设计能力为年生产洗选精煤 15 万吨，法
人代表张三对。2018 年 8 月租赁给裴某某、栾某某生
产经营。经延安生态环境局子长分局调查，发生事故
的弃渣点系永兴洗煤厂违法倾倒。

目前，子长县公安局以重大责任事故案立案侦查，
已对嫌疑人裴某某、栾某某依法刑事拘留。同时，子长
县纪委监委将依据灾情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启动问
责程序。此外，子长县正对全县 11 家洗煤企业进行全
面排查，开展专项整治。

本报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
布消息，全国 58 家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机构（包括江苏 6家机构），在检察
公益诉讼中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用。

据了解，稍早前司法部发布《关
于进一步做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鼓励引导综合
实力强、高资质水平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机构在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的情
况下，能够及时受理检察机关委托
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此后，司法部组织开展了检察
公益诉讼中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用的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推荐工作，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目前共推荐包括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在内的 58 家
鉴定机构，供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时选择委托。

8 月 2 日，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
研究中心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签
署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在建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工作机制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
交流机制上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最高检直接办理以

及提办、交办、督办案件涉及的环境
损害类司法鉴定工作，属于司法鉴
定科学研究院业务范围的，可以委
托其承担，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予
以承办。委托项目包括污染物性质
鉴定、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损害鉴
定、空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土壤与
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近海海洋与
海岸带环境损害鉴定、生态系统环
境损害鉴定等。鉴定费用的支付，
采取不预先收取、待法院判决后由
败诉方承担的方式进行。最高检应
给予协助，确保司法鉴定科学研究
院鉴定费得到支付。

据了解，江苏 6 家可先鉴定后
收费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为，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
所、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司法鉴定所、南京大学环境规划
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司法鉴定所、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司法鉴定所、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江苏中宜
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司法鉴定
所。 韩东良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徐
璐上海报道 混装混运干湿垃圾，面
对临检起初还想逃避，最终供认了
违法处置生活垃圾的事实。日前，
涉案公司缴纳了 3 万元行政处罚金
额。这也是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上海第一例
因擅自从事湿垃圾、干垃圾经营性
收集、运输而遭到处罚的案件。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上海市松江
区城管队员在龙高路久富路路口设
卡临检，一辆沪 D牌照的渣土车在经
过点位时绕道企图逃避检查。执法
人员发现该车车厢未密闭，随即用扩
音器警告，要求立即停车接受检查。

车辆驶停后，队员立刻上前检
查，发现车兜里装载了大量生活垃
圾，并且干、湿垃圾未分类装运。该
驾驶员无法提供生活垃圾经营服务
许可证，且行驶证上的车辆所属公
司，仅有运输装修垃圾资质，未在区
环卫行业许可公司名单中。执法人

员现场取证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
录》，要求该驾驶员携带委托书等相
关材料到中队接受处理。

据调查，该车辆以每车收取一
千多元的费用，收运并处置生活垃
圾，属于擅自从事干、湿垃圾经营性
收运的行为，违反了《上海市城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最终，
上海市松江区城管执法大队对该公
司作出了罚款 3 万元人民币的行政
处罚决定，涉事公司于第二天至银
行缴纳了罚款。

在缴纳罚款后，为确保车辆内
的生活垃圾规范处置，在执法人员
的监督下，该公司另向环卫部门缴
纳了 2000 元的垃圾处置费，并将车
内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上海市松江区城管执法大队表
示，下一步将严格按照市、区两级相
关要求，继续保持和加大对生活垃圾
投、收、运、处四个环节的全过程监
管，确保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7 月 1 日起，在全省部署开展违法排污大
整治“百日清零”专项行动，就是要以铁的决
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大打一场违法排污
歼灭攻坚战，彻底整治根除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为切实改善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助力“二
青会”环境质量保障，坚决实现“二青蓝”。8
月 5 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潘贤掌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

一次“亮剑”
立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和关

键短板

开展全省违法排污大整治“百日清零”专
项行动，是根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整改工作的要求，立足目前山西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和关键短板，省市县三级和生态环境
系统上下联动，集中向违法排污行为发起的
一次“亮剑”行动。

潘贤掌说，作为推动山西生态环境质量
好转的有力抓手，绝不动摇、绝不退缩，将以
雷霆之势、万钧之力，主动出击、强势发力，出
重拳、下狠手，坚决把专项行动引向纵深。

据了解，这次专项行动在方式方法上再
创新，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为“清零”工作凝聚
起强大合力。采取压茬式交接方法，制定“查
处分离、三方签转”转办案件工作程序。实行

“排查、交办、核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工作
法，环环相扣、高效顺畅，确保整改工作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

执法力度上更刚性。针对发现的各类违
法排污问题，以“零容忍”态度，铁腕扫污、精
准治理。综合用好用足环境法律法规赋予的
各种强制手段和措施，对胆大妄为、顶风违法
排污的，以及影响恶劣、危害巨大的，一律从
重从快、严惩不贷；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形成打击一个、警示
一批、震慑一片的强大声势。

10个“清零”
紧紧抓住环境污染治理“牛

鼻子”

此次专项行动其实就是一场定位在“清
零”上的攻坚战。

潘贤掌说，长期以来，山西排污企业受利
益驱动，害怕执法检查，害怕问题曝光，对自
身违法排污的问题躲躲闪闪、遮遮掩掩，避重
就轻，从而导致病根难除、越查越多，屡查不
绝，有的甚至小事拖成大事、易事变成难事，
最后积重难返。

“清零”就是要求各全省环保系统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把环境污染问题认真过一遍、

扫一遍、清一遍，打一场坚决、干净、彻底的攻
坚战，全面清除违法排污存量，遏制违法排污
增量，全力推动我省生态环境有根本的改变。

据了解，这次行动主要是紧紧抓住环境
污染治理的“牛鼻子”，在 10 个方面彻底“清
零”。

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反馈问
题清零；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监督和晋北
三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发现问题整改任
务清零；重点排污单位超标排污问题清零；

“禁煤区”散煤清零；“散乱污”企业清零；重点
区域燃煤锅炉淘汰任务清零；城市建成区建
筑工地扬尘污染问题清零；柴油货车冒黑烟
现象清零；县级及以上城市地表水型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环境违法问题清零；水污染治理
年度重点工程建成清零。

潘贤掌同时强调，10 个方面清零内容不
是固定不变的。今后省生态环境厅还将根据
实际情况，实时动态调整增加清零内容，不仅
要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让形形色色破坏生态
环境的行为无处藏身；更要对各类问题盯住
不放、一抓到底，坚决实现“清零”目标。

百日攻坚
每周一次督办函确保行动不

走过场

“百日清零”专项行动开展一个月以来，
山西市县党委和政府及生态环境部门态度上
坚定坚决、责任上压紧压实、行动上立行立
改，“百日清零”专项行动打出了气势，取得了
明显成效。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张继平表示，
这次任务的核心就是改善环境质量，有针对
性地加以推进，如：太原市为保障“二青蓝”实
施了联动；临汾市加大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工
业源污染问题；晋城市突出工地扬尘污染治
理，解决 PM10 高居不下等环境问题。专项
行动针对各自区域突出的环境问题，集中精
力，加以排查。

如何保证一个月以来的“清零”行动成
果，并在接下来的日子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呢？

为强化督查，山西省“百日清零”专项行
动指挥部将各市检查组上报问题清单统一汇
总，并且每周发一次督办函。目前清零率达
到 65.73%，实现了阶段性的工作目标，保证
了清零行动绝对不走过场。

张继平表示，为防止“百日清零”行动走
过场，省生态环境厅提出了明确要求、具体任
务、责任目标、时间节点。各级生态环境系统
都制定了工作计划和阶段性工作安排，推进
时间节点和工作绩效，保证“清零”任务按时
按标准有序推进。

为确保“清零”行动的效果，严查重处环
境违法行为，各市抽调 20 名专业环境执法人
员实施异地交叉执法检查，每天汇报各市问
题清单，查处情况，确保清零行动查出底数，
清出问题，整出成效，为切实改善山西生态环
境质量，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良好
的基础。

本报记者王璟太原报道 8月
5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全省“百日清零”专
项行动进展情况，截至 7月 28日，
共检查污染源 5686个，督办各类
环 境 问 题 2507 个 ，清 零 率
65.73%，全省累计处罚案件 539
件，罚款金额3555万元。

为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关
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决策部
署，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和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

整改，省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从 7 月 1 日
至 10 月 15 日开展全省违法排污
大整治“百日清零”专项行动。

“百日清零”专项行动开展
1 个月以来，山西查处典型环境
违法案件 62 件，其中按日计罚 2
件、查封扣押 15 件、限产停产 29
件、行政拘留 16 件；关停取缔散
乱污企业 67 家。同时，通报了 5
起处罚金额较大、违法事实较为
严重的典型环境违法案件。

紧盯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唐山市人大深入县区开展执法检查

最高检公布58家可先鉴定后收费机构名单
江苏6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入选，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擅运垃圾干湿混装每车收费1000元

上海开出首张违法处置生活垃圾罚单

“大打一场违法排污歼灭攻坚战”
山西通报“百日清零”专项行动开展一个月成效

本报记者王璟

7 月 30 日，驻朔州检查组会同朔州市生态环境
局现场检查发现，朔州市森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违
法建设洗煤设备，未配套任何环保设备；原煤、煤泥、
精煤露天堆存，未采取任何防尘抑尘措施；在生态环
境部门采取断电措施后，企业私自发电运行洗煤系
统。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
7 月 31 日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平鲁分局对森祥煤炭销
售有限公司洗煤设施及供电设施实施查封扣押，已
将该企业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

朔州市森
祥煤炭销售有
限公司违法排
污案

7 月 10 日，驻朔州检查组现场检查发现，与中煤
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签署协议的平鲁区北达运输有限
公司的司机王某，在将工业废水运往污水处理厂处
理途中擅自将工业废水倾倒在平鲁区井坪镇木瓜界
村附近。平鲁区生态环境局对中煤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处罚 15 万元，公安机关对司机王某被处以 5 日行
政拘留。

朔州市中
煤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非法倾
倒工业废水案

7 月 23 日，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对太原市同舟能
源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烟气自动
监测系统（CEMS）设备参数被修改，上传数据异常，
构成伪造、干扰在线监测数据违法行为。太原市生
态环境局对该企业处罚 100 万元，并将对该案主要
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太原市同
舟能源有限公
司干扰在线监
测数据案

7 月 19 日，驻太原检查组与太原市生态环境局
联合执法检查时发现，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
司焦化一厂焦炉上升管水封水未经处理直接进入熄
焦池，以上行为构成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放污染
物。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处罚 100 万元；公
安机关依法对该企业责任人处以 5日行政拘留。

太原市西
山煤气化有限
责任公司逃避
监管排污案

7 月 12 日中午，驻临汾检查组检查发现，曲沃县
福瑞鑫污水处理厂将大量未经处理的高含泥量污水
通过泵管输送至厂区北侧围墙外渗坑内，以上行为
构成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临汾市生态环
境局曲沃分局该企业处罚 110 万元；公安机关依法
对企业法人和生产厂长分别处以 15日行政拘留。

曲沃县福
瑞鑫污水处理
厂逃避监管排
污案

■ 5起典型案件

一个月督办问题2507个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环境社会
监督，提高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积极
性，严厉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的环境
违法行为，近期广西修订完善了《广
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环境违法
行为有奖举报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增加了业务受理范围，调整奖
励金额等内容，最高奖励可达 10万。

根据《办法》规定，举报线索查实
环境违法行为的，给予举报人 2000
元以上 100000 元以下的奖励。其
中，举报违法排污可能造成一般环境
污染突发事件线索的，奖励人民币
5000~10000 元；举报违法排污可能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且公
安部门对被举报人实施行政拘留的，
奖励人民币 10000~30000元，或者人

民法院判决被举报人或相关人员犯
污染环境罪的，为特别重大价值线
索，奖励人民币50000~100000元。

据悉，广西开展环境违法行为
有奖举报工作以来，自治区环境监
察总队 6 年间共接到投诉和举报近
1 万多件，有 82 起举报符合奖励条
件，已核发奖励 27.2 万元，最高的 2
起分别奖励 2 万元，群众参与监督
的积极性高涨。

市 民 掌 握 的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线
索，可以直接向广西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进行举报，举报既可通过来电、
来访、来信等传统方式，也可通过

“广西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提交举
报信息等便捷方式进行举报，不受
时间、空间限制。 蓝皓璟

广西举报环境污染最高奖励10万元
6年核发 27.2万元，最高 2起分别奖励 2万元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
毫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毫州
多措并举，“散乱污”企业整治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市两年来累
计排查“散乱污”企业 830 家，已
完成治理 514家。

据 介 绍 ，2017 年 以 来 ，亳 州
市重点排查存在于居民集中区的
企业、工业摊点和工业小作坊、沙
石料场等不符合产业政策、产业
布局规划，存在安全、消防隐患和
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企业，摸清
企业数量、位置、违法违规情形
等，建立排查清单。

截至目前，全市已排查“散乱
污”企业 830家，已完成治理 514家

（其中，2017~2018 年共排查散乱
污企业491家，已全部完成治理）。

亳州还通过分类治理，对工
艺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关
闭取缔、关停拆除等措施彻底清
理；对污染处置未到位的企业，采
取 停 产 整 治 措 施 ，确 保 整 改 到
位。目前共计关闭取缔 351 家、
整顿规范 163家。

此外，通过建立“散乱污”企
业 动 态 管 理 机 制 ，防 止 污 染 反
弹。同时强化执法，2017年以来，
全市共实施环境行政处罚 402件，
共使用新环保法配套办法等行政
强制措施查办案件 621件，共实施
环境行政行为 832件。 贾靖

亳州强力治理
“散乱污”企业

累计排查 830家，

已完成治理 514家

陕西子长陕西子长““黑水黑水””袭城官方通报袭城官方通报
洗煤厂涉重大责任事故，两嫌疑人被刑拘

②

①

③

④

⑤

法治动态

■ 新闻链接

▶ 大 量“ 黑
水 ”下 泄 县 城 街
道。

图片来源：网
络视频截图

▲ 一 名 60 多
岁 的 女 性 被 卷 入

“ 黑 水 ”中 ，成 了
“黑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