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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环保督察“回头看”紧盯“老大难”

督察组来了，扰民多年的恶臭“有治”了

“七八十万元的环保设备就是应付一下检查，环保局来人了就开，不来人就关”

沿江有地方和企业“做样子”敷衍环保督察

新华社洛杉矶电(记者郭爽)在我们居住的星球，塑料垃
圾正在海洋——— 这颗地球的蓝色“心脏”中形成大片斑块。它
们在海浪中翻滚，漂移穿越遥远的距离，有些被带到偏远的岛
屿，有些又被海水冲回城市的海滩。全球半数以上的海龟、九
成的海鸟将它们视为新奇的“美食”而吞入腹中……

美国著名海洋学家西尔维娅·厄尔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如果继续以现有速度消耗、污染海洋，我们其实都
知道会面临什么结局——— 那就是一个不再宜居的星球。”被誉
为“深海女王”的厄尔指出，治理海洋塑料垃圾污染刻不容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 800 万
吨塑料被遗弃在海洋，占海洋垃圾的 80%。这不仅威胁海洋
野生动植物的生存，还会破坏渔业和旅游业，对整个海洋生态
系统造成每年至少 80 亿美元的损失。因此，今年的世界环境
日和世界海洋日，都将防治塑料污染作为主题。

然而，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并没那么容易收集。美国斯克里
普斯海洋研究所官员劳伦·伍德介绍说，全球海洋中超过
90% 的塑料实际上不足一枚硬币大小。

尽管近年来人们对海洋塑料污染的关注度日渐增加，但对
其造成的长期危害仍知之不多，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也远远不够。
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人均使
用 167个塑料水瓶，其中只有 38个被回收。在全球范围内，三分
之一的塑料垃圾没有得到有效收集和处理，最终流入大海。

美国埃伦·麦克阿瑟基金会预测说，到 2050年，海洋中塑料
垃圾总量预计可达 8 .5 亿至 9 .5 亿吨，大约相当于海洋鱼类总
量。另有研究显示，很多海鸟多样性丰富的海域遭受的塑料污染
也极其严重，到 2025年，99%的海鸟会误食塑料垃圾碎片。

“塑料垃圾正在杀死海洋生物，进而威胁整个生物圈，最
终殃及我们人类自己。”厄尔说，“如何对待海洋，就是如何对
待人类自己。”

幸运的是，全球众多科研人员、环保组织已经开始行动起
来。在许多美国海洋馆及公众教育机构，科研人员将从海洋中
收集的塑料垃圾制作成艺术品，以唤醒公众的海洋保护意识；
由一个叫“海洋清理”的基金会所设计的世界首台海洋塑料垃
圾清理机投入使用；集合新一代科技的全球大型海洋探索和
环保计划 OceanX 已于今年世界海洋日前正式启动……

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事实
上，每个人每天都可以通过力所能及的行动挽救海洋——— 这
颗地球的蓝色“心脏”。

拯救地球的蓝色“心脏”

■新华时评

6 月 13 日是第 6 个全国低碳日，
今年的主题是“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强
化低碳行动力度”。你也许会觉得气候
变化离自己很遥远，其实从极地变暖
到物种灭绝、从冰川消融到极端气候、
从海平面上升到粮食减产，气候变化
的影响无处不在。

应对气候变化，人人有责。然而，
生活中不绿色、不低碳的行为还有很
多——— 全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
相当于 2 亿多人一年的口粮，包装尤
其是一些中高档消费品包装里三层外
三层，一些办公室的灯和电脑人走还
常亮……

知行合一。全体公民不仅是环境
的享有者，更是环境的维护者、创造
者。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着我们拥有
什么样的环境。保护家园、绿色低碳的
巨大潜力，不仅仅在工矿企业，更蕴藏
在点滴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用实际
行动为低碳节能做出自己的一份贡
献。

就在前几天，中国首份《公民生态
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发布。这是一份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指南，为我们树
立了一个行动标杆。

今天，你低碳了吗？我们可以节约
能源资源，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及时关
闭电器电源，做到人走关灯、一水多用、按需点餐不浪费。

今天，你低碳了吗？我们可以少购买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
度包装商品，外出自带购物袋、水杯等，可以多步行、骑行或公
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

如果中国是一棵大树，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棵大树上最宝
贵的一片树叶。只有每片叶子都做出努力，修正自己日常生活
的行为，这棵大树才能更加根深叶茂，美丽中国的绿色画卷才
能更加精彩。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消费不
仅是生产的终点，更是生产的起点。积极行动起来，践行简约
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向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说
“不”，将会产生巨大的绿色效益。

(记者高敬)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今
天

你
低
碳
了
吗

新华社银川 6 月 12 日电(记者赵倩、高敬)日前，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的泰瑞制药再次被停产整治。这是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进驻宁夏后的首个“大动作”，但反映出
的却是困扰当地百姓多年的恶臭污染“老大难”问题。

督察组：“一周接到近 200 个臭味投诉电话”

6 月 1 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宁夏开展环境
保护督察“回头看”。公开举报电话几小时内，督察组就接到反
映泰瑞制药排放恶臭气体的多个投诉电话。进驻动员会结束
后，督察人员下午直奔企业。

在车子离厂区大门还有好几百米的时候，记者与督察人
员就已经闻到了一股异味。来到厂区后，督察人员检查了企业
的 701 车间、污水处理设施等。

在生产车间配套的菌渣出渣口，记者看到这里建了一个
彩钢板做成的房子，卷帘门打开后，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
来。地上散落着一块块菌渣，铁皮房的一角设置了风口。

督察人员指出，这里应该就是异味最剧烈的地方，尤其是
出渣时，气味最浓。“群众反映企业臭味是一阵一阵的，应该就
是菌渣出渣、出厂时候产生的。现在企业仅仅处于试产阶段，
如果满负荷生产的话，异味会更大。”一位督察人员说。

企业负责人当场表示，从 2017 年底停产整治到今年 2 月
开始试运行，企业目前生产负荷不超过 20%。督察人员表示，
从检查情况看，企业在异味治理方面的确做了工作，但菌渣出
渣口的处理仍是表面文章，没有实质性的除臭措施。

银川市周边大型生物发酵类药企异味扰民问题由来已
久，周边群众投诉不断，反映强烈，成为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

组进驻宁夏期间反映最集中的大气问题。
时隔近两年，当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时，这一问题仍

未解决。来自督察组的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7 日 18时，督察组
共接到信访投诉电话 475 个，来信 29 封。其中，关于永宁县泰
瑞制药的重复举报电话达 117 个，启元药业重复举报电话达
66 个，占总投诉电话的近四成。

恶臭持续不断，企业整改不停

2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主席咸辉分别就泰瑞制药
问题批示，要求银川市尽快核查，严肃整改。

6 日，银川市委、政府公布的通报显示，群众关于泰瑞制
药、启元药业“虽有整改措施，但是治理效果不明显，夜间和节
假日偷排臭气更加严重”等投诉“基本属实”。永宁县政府要求
泰瑞制药当日起停止试运行，继续实施停产整治。

宁夏泰瑞制药和宁夏启元药业，均建成于 2000 年左右。
其中，泰瑞制药是全球兽用抗生素最大的生产企业之一，启元
药业生产的红霉素、盐酸四环素产品分别占世界 60%、80%
的市场份额。

恶臭污染，是生物发酵工艺制药企业普遍面临的环保问
题。近些年，面对群众日益强烈的环境诉求，特别是 2016 年中
央环保督察后，银川市周边药企的整改力度不断加大。

为更加科学有效监管恶臭污染源，永宁县环保部门 2015
年委托第三方建设了一家高规格环境监测实验室，并引入嗅辨
师，2017年 7月，永宁县政府、银川市科技局与中科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共同签署异味治理合作协议，为企业“量身定制”异味
治理方案。然而，不断的治理始终未能终止恶臭污染。2017 年

12月，宁夏环保厅要求永宁县制药及生物发酵企业停产整治。
业内人士表示，泰瑞制药等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一方

面仍有很大不足，另一方面环保治理的精细化程度有待提高。
制药企业的产值高达数十亿元，完全有能力采取更加有效的
治理措施。

“地方发展不能只算经济账，不顾生态账”

“臭味问题是老百姓的感受说了算。”在泰瑞制药的检查
现场，督察组人员明确表示。

一些药企的环保负责人曾在采访中表示，企业每年都在
追加环保投资，异味也逐年减轻，但由于“无组织排放气体不
好收集”“达标排放的气体仍有味道”“工厂建设在前，后期规
划的居民区离厂界太近”等原因，效果很难完全令百姓满意。

在专业环保人士看来，这一定程度上仍是政府监管不力
和企业投入不足的表现。现在谈药厂选址、居民区规划等历史
问题已经没有意义，还是要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倒逼企业治
污，污染的问题完全可以在发展中解决。

“生物制药企业的异味并不是‘无药可治’，关键是看政府
在平衡发展和环保关系上的态度，有没有真正将治污压力传
导给企业。”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邹克
华说，如果政府只盯着经济发展，那企业特别是高污染、环保
需要高投入的生物制药企业就只会算成本账。

生活在药企周围的百姓大多希望企业能够搬迁。但一些
专家表示，搬迁除了涉及资产赔偿、职工安置等现实问题外，
并不意味着污染的彻底消失。地方政府应该解决污染问题，而
不是给污染换个地方。

有的地方政府敷衍对付中央环保督察，表面整改得过且
过；有的企业在监测设备和数据上做手脚，有的将环保设备开
开停停“做样子”……

近来，生态环境部和地方环保部门在对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安全进行检查和执法时，屡屡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
弄虚作假。“新华视点”记者连续数月在江苏、安徽、湖北、重庆
等长江沿线采访，直击环保弄虚作假现场。

走过场应付环保检查，环保设备开开停停

日前，记者在一家位于苏南江中岛、与长江仅一堤之隔的
铸件公司采访看到，院子里胡乱堆放废钢废铁。去年钢价上
涨，这家公司满负荷开工，年炼钢量 5 万吨左右。2017 年 11
月，该公司在废气治理设备损坏的情况下持续生产，被有关部
门裁定为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罚款 20 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该公司虽被处罚，但至今仍未整改到位。

“七八十万元的环保设备其实就是做做样子，应付一下检
查，环保局来人了就开，不来人就关。”该公司一位 40 多岁的
员工说，开设备耗电量太大，一般都不开。

这个企业的做法并非个案。记者在江苏、安徽、湖北、重庆
等长江沿线地区采访，屡屡发现应付检查、“做做样子”的环保
弄虚作假现象。

清明节期间，记者在长江沿线一工业园区随机调查看到，
污水处理类上市公司国祯环保的一家污水处理厂在阴雨天源
源不断排放污水，排水口连接的河沟被染成黑色，水面上泛着
泡沫和热气。

在武汉，因发展钢铁产业设区的武汉市青山区部分水渠
水质堪忧。记者看到，一条连接北湖和长江的水渠上，漂浮着
垃圾、死鱼和油膜，水体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一些附近居住的
群众告诉记者，这里的鱼连猫都不吃。

在湖南，记者发现湖南株洲县的一家药企将化学药味较
浓的乳白色污水排入湘江，环保治污设施并未运行。此前，这
家药企长期被群众举报偷偷排污。

表面整改敷衍应对，环保弄虚作假屡屡发生

生态环境部近日就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不力等问题，集中
约谈重庆石柱县、广西玉林市和江西宜春市 3 地党委或政府
主要负责人。其中，位于长江第七大支流赣江下游，境内河流
纵横、水系发达的江西宜春市被指出“表面整改”问题突出。

约谈指出，宜春市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问题整改不到

位，工作不严不实。宜丰工业园 7 家铅酸蓄电池企业废水零排
放要求均未落实到位；江西长新电源长期利用雨水渠超标外
排含铅废水，今年 1 月以来甚至违法填埋含铅污泥约 200 吨，
影响十分恶劣；宜春市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在 2016 年底前落实
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该市于今年 2 月上报完成整改，但专项督
察发现，62 家混凝土搅拌站仅有 15 家完成整改。

此外，生态环境部在专项督察中还发现，瓷土企业扬尘污
染、陈坊养猪场污染河流、周恒养殖场粪污直排等问题的整改
同样流于形式，均未有效落实。宜春市经济开发区和袁州工业
园区管委会对跨界河道污染问题推诿扯皮，大量工业废水和
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流经两个园区的雷河水质恶化为劣Ⅴ类
等。

据了解，生态环境部和地方环保部门对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安全进行检查和执法时，屡次发现有地方政府和企业在
环保问题上弄虚作假。

以重庆市环保部门 3 月下旬开展的利剑行动为例，行动中
累计检查的 581 家中小企业中，有 461 家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占检查总数的 79%。其中，在长江及其支流流域暗管排污、超
标超证排污、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污的违法行为，就达近 200 件。

治理环保弄虚作假要合力精准施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
文表示，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对环保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甚至连中央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都表面整改、敷衍应对；
企业环境违法成本低，缺乏守法整改的紧迫感。

不容回避的是，目前，环保监管面临点多面广力量不足的
困难。安徽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教授张彪认为，相关部门应
堵上自动监测设备和联网系统的运行漏洞，逐渐改变当前“企
业改数据容易，环保发现难”的局面。

“环保弄虚作假的背后，凸显出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堵
不严’，同时也暴露了产业水平不高、升级缓慢的矛盾。”一位
工作十余年的基层环保执法人员说。

不少专家建议，多部门联合精准施策，助力企业升级换
代。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会长胡师斌建议，有关部门可通过支
持环保技术开发、低成本推广等方式，助力企业节能环保发
展。 (记者董雪、苏晓洲、秦华江、王贤、周凯、周勉、李琳海)

据新华社合肥 6 月 12 日电

▲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污水处理厂在源源不断排放污水，河沟被染成黑色，水面上泛着泡沫和热气(4 月 5 日摄)。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银川 6 月 12 日电(记者邹欣媛)通过抬升数百
米，奔腾的黄河水流进了宁夏中部旱田——— 20 多年前，历经
波折建成运行的扶贫扬黄工程，如今正在切实改变着当地群
众原本“靠天吃饭”的生活。不久前，这条“生命水脉”提档升
级，现代化节灌已正式走入普通百姓生活。

站在宁夏红寺堡扬水首级泵站前，记者看到，多排扬水管
道并行，黄河水由低处向高处抬升，甚是壮观。“这个泵站担负
着为其他主泵站、支泵站供水的重任，更新改造后工程供水保
障率更高。”宁夏红寺堡扬水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高佩天说。

红寺堡扬水工程是宁夏三大扶贫扬黄工程之一。黄河从
中卫进入宁夏，流经 397 公里。在蒸发量 2000 多毫米而降水
量仅为一两百毫米的盐池县、红寺堡区、同心县等中部干旱地
区，借助一级级泵站，黄河水被抬升数百米后流向荒原，从此
旱地变水田，干滩变绿洲。

扬黄工程的建成运行改变了宁夏中南部地区老百姓的贫
困生活。“没有黄河水，就没有红寺堡的今天。”红寺堡扬水管
理处副处长道华说，1996 年 5 月 11 日，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
程奠基，1998 年主线建成试水。原本荒漠半荒漠区、仅有 6000

多人居住的红寺堡，水电路建设与移民搬迁同步进行。如今，
这里灌溉面积发展到 76 . 35 万亩，人口增加到 29 . 8 万人。

去年冬季到今年 4 月，运行近 20 年的红寺堡扬水工程实
现“脱胎换骨”。全新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取代了建设标准偏低、
运行效益降低的老旧设备，工程改造后规划灌溉面积 101 . 4
万亩，首级泵站设计流量 28 立方米/每秒。

与红寺堡毗邻的革命老区盐池县，同样是扬黄工程的受
益区。盐环定扬黄工程作为一项惠及陕、甘、宁三省区革命老
区的民生工程，自 1987 年建设运行以来，成为当地不可或缺
的一条“生命水脉”。今年 4 月，盐池县经过 7 天梯次试水，黄
河水举高一百多米，进入新建的 6 泵站 1 号机组。至此，国家
投资 12 . 19 亿元的盐环定扬黄工程更新改造项目全线顺利
通水，总受益人口 14 . 2 万人。

红寺堡区红寺堡镇梨花村村民马学仁是最早的一批移
民。他告诉记者，搬迁后，这里就有黄河水灌溉，现在他家田里
小麦套种黄豆和中药，每亩地纯利润有 4000 多元。

在盐池县城西滩灌区二分支渠，两旁的土地种满了黄花
菜，一眼望去郁郁葱葱。盐池县水务局副局长黄明森说，扬黄

灌区的开发使盐池县的粮食产量逐年提升，近些年他们调整
灌区种植，开始大片种植黄花菜等经济作物，一亩地收益接近
上万元。“黄河水甜”，但扬水不易，且水量有限。黄明森介绍
说：“‘脱胎换骨’的盐环定扬水工程在国家不增加宁夏总用水
量的情况下，将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0 万亩。如今，高
效节水灌溉设施在盐池县扬黄灌区不再是稀罕物。”

盐池县花马池镇盈德村村支书杨文志说起节水、管水头
头是道。“老百姓习惯了大水漫灌，一开始不接受高效节水，后
来我们成立合作社形成统一的管水制度，老百姓又省时又省
工，何乐不为。”

黄河水入荒原，不仅让农户感受到引水灌溉的欣喜，还让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家门口变得绿树成荫，甚至有了
依水而建的景点。盐池县冯记沟乡马儿庄村形成了独有的“小
气候”，村口绿树、水塘、农田、水鸟的画面让人心旷神怡。“以
前刮风沙上房，现在周边、农田里都是杨树，三四级风不见
沙。”村民马忠说。村民们说，当地借助扬黄工程修建的花马池
湖等人工湖，极大改善了生态，与远处的沙漠、绿洲交相呼应，
已经形成独特的自然景观。

“生命水脉”提档升级，百姓不再“靠天吃饭”
宁夏扬黄工程完成更新改造，现代化节灌走入农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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