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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安装自动监测
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监控设备联网，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环
境管理制度，是加强生态环境监管、落实排污
单位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全面提高监测自
动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强化监测能力建设，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
系的重要举措。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数据在
排污单位强化自身管理和生态环境部门提高
监管效能两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确保自动监控发挥实效，近年来生态
环境部持续组织打击自动监控弄虚作假违法
行为，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结合日常监督
检查和专项检查，查处了多起涉嫌篡改、伪造
自动监测数据和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的案件。

为形成有效震慑，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
范引导作用，生态环境部组织整理汇总了 7个
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弄虚作假查处典型案
例，现予公布，并对安徽省环境监察局、安徽省
滁州市定远县生态环境分局、安徽省阜阳市颍
东区生态环境分局、江西省抚州市宜黄生态环
境局、江苏省徐州市生态环境局、浙江省湖州
市生态环境局德清分局、吉林省长春市生态环
境局、河南省开封市生态环境局尉氏分局在办
理案件中的突出表现提出表扬。请各地生态
环境部门认真学习借鉴有关经验做法，进一步
优化执法方式，提高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弄
虚作假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办理效率和质量。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包括：

一、安徽滁州德轮橡胶股份
有限公司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案

2019 年 7 月 17 日，安徽省环境监察局联
合滁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定远县环境监察大
队对德轮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违规将自动监测设备停炉判定
条件烟气氧含量下限值调整为 15%（相关标
准和设备程序要求该值为 19%）。定远县环
境监测站对锅炉水膜除尘池循环液进行采样
监测，结果显示 pH 值为 2.77，循环液不符合
有关技术指标，达不到脱硫效果。滁州市环
境监测站对锅炉烟气进行执法监测，结果显
示燃煤锅炉废气出口的二氧化硫瞬时最大浓
度为 850mg/m3，平均浓度为 801mg/m3，分别
超 过《锅 炉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GB
13271-2014）规定限值 1.12倍和 1倍。7月 18
日，执法人员再次对该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
公司自动监测设备工控机经过人为设置，致
使传输至生态环境部门自动监控系统平台的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均低于 1mg/m3，与
实际排放的污染物浓度严重不符。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滁州市定远县生态环境分局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和《安徽省环
境保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对该
公司处罚款 200 万元。鉴于该公司行为涉嫌

环境污染犯罪，生态环境部门根据《行政执法
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和《环
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第五条的规定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提起公诉，定远县
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2月 11日以污染环境罪，
判处该公司动力车间主任隋某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万元。

二、安徽阜阳鼎胜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案

2020年 4月 26日，安徽省环境监察局、阜
阳市环境监察支队和颍东区环境监察大队执
法人员对阜阳鼎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发现该公司烟气自动监测设备烟尘
仪接受镜片上贴有黑色绝缘胶布。执法人员
调阅该公司自动监控历史数据发现，工控机
界面显示 4月 26日 12时 36分前，颗粒物浓度
自动监测数据（实测值）始终保持在 2.0mg/m3

以下，12 时 37 分为 7.56 mg/m3，12 时 38 分后
始终保持在 13mg/m3 以上。经调查，确定该
公司为逃避监管干扰自动监测设备而故意粘
贴黑色绝缘胶布，并于检查当日 12时 36分将
其揭除，导致自动监测数据失真。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
的规定，阜阳市颍东区生态环境分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
第（三）项的规定，责令该公司改正上述环境
违法行为、停产整治，并处罚款 10 万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
（三）项和《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
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四）项的
规定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行政拘留 10日。

三、江西抚州宜黄县金丰纸
业有限公司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案

2020年 5月 8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生态
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自动监控数据平台发现
宜黄县金丰纸业有限公司自动监测数据异
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正在生产，污水
处理设施排放口正在排放废水，自动监测设
备采样头被插入一个铁桶内，以水管连接自
来水龙头将自来水接入铁桶，使自动监测设
备抽取铁桶内自来水采样监测。经调查核
实，该公司污水处理负责人为防止自动监测
数据超标，将自动监测设备采样头移到铁桶
内，实施了以上造假行为。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抚州市
宜黄生态环境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和《江西省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对该
公司处罚款 3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和《行政主管部
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
第五条的规定，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该公
司污水处理负责人行政拘留6日。

四、江苏徐州天元纸业有限
公司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案

2020年7月23日，江苏省徐州市生态环境
局对徐州天元纸业有限公司开展专项检查，该
公司正在生产，污水处理站正在运行，废水总
排口和雨水排放口正在排水。执法人员检查
时发现，该公司化学需氧量和总氮自动监测设
备分析仪采样管与采样泵后取样管路断开，被
分别插入玻璃烧杯和塑料量杯内液体液面以
下，采集经清水稀释后的废水固定样进行数据
分析并上传至国发平台。经第三方监测单位
现场取样监测，该公司污水处理总排口出水
化学需氧量浓度为 320mg/L，超过其排污许
可证规定的许可排放浓度限值（化学需氧量
300mg/L）；雨水排放口出水化学需氧量、悬浮
物、总氮均超过《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3544-2008）规定的限值。经调查
核实，该公司制浆主管为使化学需氧量、总氮
的自动监测数据达标，多次伙同该公司污水处
理设施维护人员实施了以上造假行为。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徐州市生态环境局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二
条第（二）项、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和第（三）
项及《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基准》，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
罚款 87万元。鉴于该公司行为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政执
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将该案
件移送公安机关，该公司 3名责任人被刑事拘
留，现该案件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五、浙江湖州浙江津膜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米某、胡某干扰自
动监测设施案

2020 年 1 月起，浙江省湖州市生态环境
局德清分局发现振田（德清）纺织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振田公司）废水自动监控室内多次
出现人为拨转摄像头异常行为，随后自动监
控系统的氨氮、总氮数值从超标很快恢复至
正常。3 月 16 日，执法人员对振田公司进行
突击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通过采取更换自
动监测设备采样水样或破坏设备的方式实施
干扰行为，使自动监控系统中的化学需氧量
和氨氮浓度长期达标，而该公司实际外排废
水相关污染物浓度经监测远超允许排放标准
浓度限值。经进一步调查问询，该公司污水
处理站委托浙江津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津膜公司）进行管理，津膜公司派驻振
田公司人员为确保自动监测数据达标，实施
了以上干扰行为。

振田公司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
定，湖州市生态环境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责令
该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55万元。

鉴于该公司涉嫌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生
态环境部门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
罪案件的规定》等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经侦查，津膜公司派驻振田公司负责污水站
管理的米某、负责污水站改造工作的胡某等 4
人被刑事拘留。2020年 8月 7日，德清县人民
检察院对相关责任人提起公诉，湖州南太湖
新区人民法院于 8月 25日以污染环境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米某、胡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万元。

六、吉林长春禾丰食品有限
公司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案

2020 年 5 月 14 日，吉林省长春市环境监
察支队联合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德惠市分局对
长春禾丰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
该公司将自动监测设备中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氮分析仪的采样管插入试剂瓶内抽取固定
水样，致使自动监测设备未采集排放废水中
的污染物，实际监测并上传到污染源自动监
控平台的数据是试剂瓶中固定水样的污染物
浓度数据。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长春市
生态环境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责令该公
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45万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
（三）项的规定，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该
公司环保负责人行政拘留 5日。

七、河南开封尉氏县宏兴新
型建筑材料厂干扰自动监测设
施案

2020 年 3 月 20 日，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
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对尉氏县宏兴新型建
筑材料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在 3月 6
日调试湿电除尘设备时，调试人员采用 84 消
毒液浸泡烟气连续监测系统预处理系统中的
空气滤芯，并将浸泡后的滤芯重新安装于设
备中，干扰了自动监测设备对外排废气的污
染物浓度监测。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开封市生态环境局尉氏分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
项的规定和《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
准》，责令该企业停止生产并处罚款 30 万元。
鉴于该公司行为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生态环
境部门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将该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对其法定代表人执行刑事拘留,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案件进行处理。

生态环境部公布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弄虚作假查处典型案例
中央督察 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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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媛媛

“2008年至今，辽宁省朝阳市 3座污水处
理厂产生的 40 万吨污泥，长期堆存在龙城区
七道泉子镇新地村。”这一问题不仅多次出现
在省市两级的会议纪要和整改计划中，还出
现在辽宁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朝阳
市的反馈意见中。日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通报第四批典型案例，“朝阳市生活污泥
无害化处置工作推进不力”又列其中。

13年，应急处置演变成长期
违法处置

4 月 13 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组长朱之鑫带队来到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
子镇新地村，专程调研朝阳市生活污泥处置
情况。

记者现场看到，占地 85亩的污泥堆存场，
贮存着厚度达 5米的生活污泥，散发出阵阵臭
味，70米外就是古山子河。

2008 年以来，朝阳市区先后建成 3 座城
镇污水处理厂，每天产生污泥约 180吨。由于
无污泥处置企业，朝阳市选取此地作为污水
处理厂生活污泥的临时堆存晾晒点并沿用至
今。督察发现，这个堆存点未经任何部门审
批，未采取污泥贮存防流失、防臭味措施。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临时堆存和卫
生填埋的污泥含水率应在 60%以下。督察发
现，3 家污水处理厂至今均未进行提标改造，
污泥含水率高达 80%，流动性强，流失入河和
污染地下水的风险隐患突出。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7 月，为迎接第一
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在朝阳市委、市政府

协调下，朝阳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接收了 3
家污水处理厂 3.9 万吨污泥。在未履行污泥
填埋环保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该中心未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对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置，
而是采取用石灰掺和、与垃圾混埋的方式，
对污泥进行了分散填埋，占地面积达 3 万平
方米。

填埋 9个月后，朝阳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
以处置成本高且不合规为由，拒绝再接收
污泥。

此后，新地村堆放点容量接近上限。朝
阳市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加快推进污泥无害
化处置工作，反而又在不远处的山嘴村另外
选取了一块占地 20 亩的河滩地，作为新的污
泥堆存场。

据了解，新地村临时污泥堆存场长期无
人看管，直至 2021年 3月，听闻第二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即将进驻，相关部门才匆
忙用绿网苫盖污泥堆体，设置围挡和看护
板房。

13年，政府部门不作为、慢作为

污水治理行业内有句顺口溜：“污水变污
泥，污染大转移，治水不治泥，等于白治理。”
污泥里含有病原体、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若污泥得不到有效处
置，会经过多种途径使污染物再次进入水体
和土壤，造成二次污染，直接威胁环境安全和
公共健康，使污水处理设施的环境效益大大
降低。

在 2019年、2020年第二轮前两批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中，污泥问题成为各督察组
关注的重点，多地因违规处置生活污泥被督

察组点名批评。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三五”全国

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明
确要求，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
置率应于 2020年底前达 90%以上。

2017年 12月，辽宁省为落实第一轮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印发了《辽
宁省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十
三五”规划》，要求朝阳市 2019 年 9 月完成污
泥处理厂（一期）工程建设，2020 年底前污泥
全面实现无害化处置。

朝阳市相关领导向朱之鑫汇报时，工作
人员抬出展板。展板上写着：2018年以来，市
委常委、市政府常务会多次听取汇报，市委书
记亲自安排部署，市长现场办公，实地解决
问题。

事实是否真如展板上所写？督察发现，
2017年至今，朝阳市先后召开 12次市委常委
会和市政府常务会等有关会议，研究生活污
泥无害化处置工作。督察人员调阅朝阳市
委、市政府会议纪要和相关文件，相关部门一
直未予提供。直至下沉督察时，相关部门才
陆续提供调查所需材料。

在朝阳市委、市政府会议纪要上，有领导
强调“要高度重视环保和生态建设工作，污泥
要抓紧解决”“责成各县（市、区）政府将污泥
处理工作纳入政府城建重点工作”字样，但无
具体落实措施。

督察组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形
象地指出朝阳市污泥无害化处置停留在纸面
上，一直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2019 年 8 月，已临近辽宁省要求朝阳市
建设完成污泥处理厂（一期）工程的最后期
限，朝阳市匆匆寻找一系列“救火项目”。

此 时 ，新 地 村 临 时 堆 存 场 已 无 容 量 。
2019 年 8 月，经过招标方式，朝阳市与辽宁
益农科技环保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由该公司
计划投资 1.4 亿元建设污泥处理厂，利用连
续 低 温 热 解 工 艺 处 置 每 天 产 生 的 生 活 污
泥。在污泥处理厂项目未建成前，由辽宁益
农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将城区每日新产生的
污泥运至 140 公里外的葫芦岛瑞博斯环保
科技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力争做到日产日
清。但是，据葫芦岛瑞博斯环保科技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两年来日均处置污泥量 80
余吨，不足每日新产生污泥量的一半。

根据朝阳市提供的材料，辽宁益农科技
环保有限公司筹建的污泥处理厂正在施工，
2021 年底前建成投入使用。督察发现，朝阳
市污泥处理厂（一期）工程项目建设无实质
性进展，仅处于用地动迁和场地平整阶段。

为消化临时堆存点的污泥，朝阳市又与
山水水泥朝阳公司、喀左丛元号水泥有限公
司签订了利用水泥回转窑处置存量污泥协
议，材料显示，已累计处置污泥 4.5 万吨。

督察人员发现，这次仍是违规操作，两家
企业至今未办理环评手续，也未按照国家有
关工艺规范要求对生产设备进行改造。

近年来，朝阳市污泥管理职能先后由市
水利局、市住建委承担。2018年机构改革后，
此项工作职能划归市住建局管理。污泥长期
违规堆存、处置缓慢的“锅”谁也不愿意背。
相关主管部门在日常工作文件中，只提及“污
泥堆放晾晒不符合卫生填埋标准”，并无下
文，问题处理不了了之。

2021 年 3 月 18 日，在一份城区污泥处置
报告上，一位市领导做出批示：“迅速牵头解
决这一问题。”

督察组作出原因分析：“朝阳市委、市政
府对生活污泥无害化处置工作重视不够，不
作为、慢作为，工作推进不力；监管部门的失
职失责，污泥长期违法临时堆放，环境风险隐
患突出。”

2021年 2月 5日，朝阳市与绿源生物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材料显示：“中标
企业已基本完成建厂，开始试生产，4月15日正
式投产，两年内完成40万吨存量污泥处置。”

鉴于之前种种表现，朝阳市这一承诺能
否落实到位，仍需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未经任何部门审批，未采取防流失、防臭味措施，数十万吨污泥堆积如山

辽宁朝阳市临时污泥堆存场13年无人管

◆本报记者张倩

距离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曝光“郑州、开封等
市借引黄灌溉之机行‘人工造湖’
之实”案例，已过去两三周。问题
曝光后，河南省开封市委书记高
建军怎么推进整改？目前开封就

“人工造湖”等问题整改进展如
何？近日，高建军就此接受了本
报记者的专访。

谈问题：当作“戒尺”，
照单全收

4 月 16 日，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在典型案例中指
出，黑岗口调蓄工程至今配套工
程未完工、调蓄灌溉和供水功能
未有效发挥等问题。

对 此 ，开 封 市 委 、市 政 府 高
度重视。高建军告诉记者：“问
题曝光后，我们第一时间现场办
公，成立专班，制定专案。特别
是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打通了马家河原河道，实现
了水库向惠济河灌区补源供水，
并对淤积沟渠疏浚清淤，基本实
现灌溉功能。”

马家河综合治理工程是上游
黑岗口调蓄水库的下游配套蓄滞
洪工程，但因为涉及自然村、项目
穿越郑开城际铁路等多方面因
素，特别是主观努力不够，工程进
展较为滞缓，没能及时打通黑岗
口调蓄水库与下游灌区的灌溉通
道，未能有效保障下游农业引黄
灌溉以及城市供水需求。

当记者问及为何这一问题之
前未得到有效解决时，高建军表
示：“在认识上，我们没有统筹好保
障农业与繁荣服务业、保护生态与
助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片面认为水
库建成之后应起到一举多得的作
用，对充分发挥水库核心功能重视
不够。在方法上，我们也没有完全
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对实施
水库配套工程建设可能存在的困
难挑战估计不足，在主动努力、高
效抓落实方面做得不够，导致配套
工程建设进度迟缓。”

高建军对曝光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指出：“这次
案例曝光，对开封而言，不仅是一次及时警醒、精准警示，更
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把‘戒尺’。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指出的问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直击问题。
对通报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

抓整改：现场办公，实地调研

在案例曝光两天后，4 月 18 日，高建军和开封市市长李
湘豫深入马家河综合治理工程现场，仔细察看了工程进展
情况。

两天内，开封投入工程机械 40 余辆，工人 200 余人、技
术人员 40 余人日夜施工。高建军在现场看到，黑岗口调蓄
水库晋安闸至马家河河口已全面疏浚贯通。

“这样一来，就基本实现黑岗口调蓄水库通过马家河向
惠济河灌区补源供水，加上涧水河供水，发挥了调蓄灌溉和
供水功能，实现了东风干渠灌溉面积 9.37 万亩、郑闫渠灌溉
面积 2.1万亩的整改效果。”高建军说。

为尽早整改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开封
市相关部门建立工作台账、逐项销号。针对案例中提出的
第二个问题：挖人工湖以“开封西湖”名义全力打造旅游景
区，高建军告诉记者，除水库周边必需的便民设施、管护运
维设施外，相关部门已对水库内景观化的设施项目进行了
全面清理，防止景观化趋向。此外，也加大了水库防汛、除
涝、灌溉功能的宣传力度。

针对督察组指出“西湖二期项目开工前未取得土地使
用权证，非法占地 1280 亩，其中耕地 629 亩”的问题，目前也
有了新进展。

高建军介绍道，对马家河综合治理工程中存在的违法
占地问题，已依法依规处理到位。目前，1280 亩用地已完
成耕地占补平衡，河南省政府已批准“农转用”手续，土地征
收工作待报国务院审批后实施。

推进治、建、管各项工作，抓实加快马家河综合治理工程
建设以及相关提升农业灌溉能力、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实施
污染防治攻坚、突出节约集约用水和坚持生态为民等重点任
务，会是未来开封市委、市政府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之一。

作为首批曝光案例城市的“一把手”，高建军坦言，这段
时间承受了很大压力。“但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将会下决心
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自觉接受监督。接下来，我
们一定确保各项整改举措落实落细、落地见效，有效推动黑
岗口引黄调蓄水库的核心功能和生态功能同时发挥，真正
实现相融共生。”高建军说。

5 月 9 日，国产 15 米级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之江
号”在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浙江中铁厂区内正式下线。该盾
构机开挖直径超过 15米，重达 4300吨，长约 120米，目前是华
东地区直径最大的盾构机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提升杭州城
市能级、打造沿江立体交通路网、水网格局，做优沿江生态、
景观环境，进一步改善市民生活条件。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