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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组近日突击检查北
方某县垃圾处理场看到，污染防治设
施正在运转，运行记录工整齐全，但
在控制设备间发现，虽然机器不停运
转，但流量计始终显示为 0 ，既没有
出水也没有进水。被检查企业负责人
最终承认，机器早已损坏，为应对检
查而空转污染防治设施、造假运行记
录台账。此案教训深刻，更可怕的是
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的环保意识也在
空转。

保护生态环境是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虽然
中央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中央环保督
察组的通报中，长江边倾倒数万吨污
泥两年未整改甚至变本加厉的有之；
非法填湖造地 ，向湖要地 、向湖要
房、向湖要钱的有之；河堤惊现 3 公
里“垃圾带” ，河长制形同虚设的有
之……环保意识空转的地方干部还不
少 ，对生态环保要求有选择 、搞变
通、打折扣的现象一再发生，生态环
保领域中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
问题依然严重。

当前，环境污染已成为重要的民
生之患、民心之痛，并成为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严峻的生态
环境状况，容不得我们继续走以牺牲
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老路。针对眼下存
在的问题，要尽快解决，绝不能拖延
和掩盖。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损害容易，
恢复困难。要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
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对子孙后代高
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痛下决心把环境
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
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
点。

环境就是民生，绿水青山就是百姓福祉。只有坚持把
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提供优质生态环境，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的需要。

(记者孙志平、刘怀丕)新华社郑州 7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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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产业园”缘何成当地最大“污染源”？
宁夏有关方面假整改，一产业园非法侵占保护区土地上千亩，“再生资源”成“二次污染”

新华社西宁 7 月 4 日电
(记者徐文婷)记者日前从青
海省农牧厅获悉，截至 2017
年底，青海湖裸鲤资源量为
8 . 12 万吨，是 2002 年监测
数据的 31 倍。

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特
有物种，处于青海湖“鱼鸟
共生”生态系统核心地位，
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
为濒危物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
过度捕捞和周边生态环境恶
化等因素影响，青海湖裸鲤
数量锐减，可捕资源量一度
降到不足 1000 吨。为保护
裸鲤，恢复青海湖生态系
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
始，青海省先后对青海湖实
施了多次“封湖育鱼”，并
从 2001 年开始执行零捕捞
措施。同时，自 1997 年起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保存青
海湖裸鲤原种亲本 6000 组
进行内塘培育，并在青海湖
洱海保存青海湖裸鲤原种亲
本 4 万组；自 2002 年开始
进行人工增殖放流活动，截
至 2017 年底共放生 11338
万尾裸鲤鱼苗。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一届
青海湖裸鲤增殖放流暨观鱼
放生节上，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民众及各地游客将人
工培育的 100 万尾裸鲤苗
种，放流到青海湖主要注水
河沙柳河中。

据介绍，早些年受人工
灌溉的影响，原有鱼道遭到
破坏，影响裸鲤洄游。 2015

年以来，青海省渔业部门耗资 3672 万元在
裸鲤洄游必经的沙柳河、泉吉河、哈尔盖河
等地拆除 2 米高的拦河坝，修改建 7 座台阶
式的洄游通道，以帮助青海湖裸鲤顺利洄游
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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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记者樊攀、唐弢)
全国多地近期开展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梳理此次督察“回头看”通报可以发
现，通报善用数据说明问题，措辞犀利直指要
害，展现细节突出问题，这种文风彰显出向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坚决“亮剑”的鲜明态度和极
大勇气。

重数据

揭露个别地方环保整治“久拖不决”

云南玉溪一污水处理厂 7 年未建成；广西
南宁污染反弹，38 段水体有 28 段为黑臭……
在通报中，诸如此类的数据，以及用对比的形
式，揭示出问题的严峻。

在描述河南省信阳市无害化垃圾处理场超
负荷运行时，通报提到该场占地面积 260 亩，设
计有效库容约 98 万立方米，设计每天填埋生活
垃圾 350 吨。信阳市无害化垃圾处理场库容早
在 2015 年就已满，但目前仍在接收生活垃圾，
实际填埋量已达 264 万立方米，超出设计库容
量 1 . 68 倍。通报将垃圾处理场涉及有效库容
98 万立方米和涉及每天填埋生活垃圾量 264
万立方米展开对比，揭露了垃圾处理场超负荷

运行的问题。
在广西南宁，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意见指出：南宁市 18 条城市内河，有
16 条 46 段黑臭水体。而 2018 年 5 月监测结
果显示，38 段水体中有 28 段为黑臭，其中 4
段重度黑臭。两组数据对比显示，广西南宁的
水体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整改，甚至还出现了
污染反弹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邓文卿认为，用翔
实数据来表述问题的严重性，有数字、有事
实、有比较地摆出问题，能让公众更清楚地了
解到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所在、危害所
在。

有态度

直指“敷衍了事”“欺瞒编造”

“整治不力、屡罚不改、监管软弱无
力”……环保督察通报对问题直指要害。

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在河南三门峡市境
内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抽查发现，保
护区暗藏的养殖场造成污染情况较为严重。
其原因在于保护区所在的三门峡灵宝市为了
招商引资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要求敷衍

了事，一家养殖场 2016 年 8 月存栏商品猪
5609 头，现存栏商品猪的数量不减反增至
13926 头。

通报采用了“整改措施纸上谈兵”“对存
在问题有意放任纵容”等表述，立场鲜明地展
现出对问题的零容忍。

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在江苏徐州市、
宿迁市下沉督察时发现， 2016 年被要求整
改的江苏泽龙石英有限公司的酸洗集中点
仍存在废水随意排放、污染农田问题，当
督察人员次日再次到达现场时，酸性废水
未做任何处理，挖掘机和铲车还在掩埋污
水渗坑。

通报中点名这家企业“肆意排污”“企图
掩盖违法事实”，并指出地方政府部门对长期
存在的污染问题睁只眼闭只眼。

邓文卿说，以这样的方式将环境污染问
题公之于众，能让问题直面阳光，对当地环保
监管部门也是有力支持。

展细节

一图道破问题严重性

“你们这台压滤机保养得很好，看起来跟

新的一样，用过吗？”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组
长朱之鑫的询问，揭开了信阳市垃圾处理用
虚假台账应对督察的事实，通报对督察过程
的现场细节进行了重点着墨。

2018 年 6 月 22 日，中央第五环保督察
组对广西贵港市开展“回头看”下沉督察，在
覃塘区覃塘镇发现多起环境污染问题。对此，
督察组透露了办案细节：

检查当日恰逢雨天，春晨矿业公司厂区
雨水携带大量含重金属的粉尘，顺地势流往
厂区围墙附近，通过围墙孔洞及墙体裂隙进
入外环境；企业还将大量生产废渣随意丢弃
在附近的空地，督察人员用 pH 试纸检测渣
堆上的积水坑，呈明显碱性。

通报不仅有对现场的生动描写，还有图
片展示，既有自然保护区内臭气熏天的粪便
收集池实拍，也有生活垃圾堆场边缘裸露垃
圾的近照，还有整个矿区污染状况的航拍，从
而多角度还原了环境污染地的现实。

在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看来，不
同于以往重在结果呈现的公告，通报中大量
细节的加入，让读者对环保问题有更深的代
入感，也能产生很强的震慑力。对问题剖析得
越细致，对当地的警示就越深刻。

有图有真相 犀利不留情

督察通报文风透出环保“亮剑”勇气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记者刘诗平)经国务院批
准，国家海洋督察组 7 月 3 日分别向山东省政府、上海市政
府进行围填海专项督察情况反馈。

督察认为，山东海洋工作严管严控围填海政策法规规划
落实不到位，围填海项目审批不规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突出、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不力，海洋综合管控亟须加强。

督察认为，上海市海洋工作存在长江口河口海域未及
时划界，相关区域未有效纳入海域管理；个别围填海项目
审批不规范、监管不到位；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存在薄
弱环节。

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国家海洋督察组对山东省、上
海市开展了围填海专项督察工作。

督察组发现，2012 年以来，东营市违规审批了 125 个
海洋油气开发项目用海。2012 年以来，山东省填海造地
11357 公顷，空置率近 40%。此外，经督察组排查发现，山东
省各类陆源入海污染源 899 个，仅有 153 个纳入监管。

督察还发现，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缓冲区、实验区界线不清，存在有关部门审批的开发活动。

在上海，个别围填海项目存在化整为零、分散审批现
象，将应由国家审批的项目变为地方直接审批。个别填海项
目海域使用金减免不规范。沿岸海域长期处于严重富营养
化状态，长江口生态监控区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杭州湾生
态监控区长期处于不健康状态。

督察强调，山东省政府、上海市政府应抓紧研究制订整
改方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至自然资源部，并在 6 个月
内报送整改情况。整改落实情况要及时通过中央和省级主
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

山东上海近岸海域

污染防治亟须加强

“城市公厕云平台”：动动手指就能找厕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记者王优玲)公
厕，是城市文明的展示，是民生的重要内容。
为攻克厕所难找这一城市生活痛点，住房城
乡建设部组织研发“城市公厕云平台”，让人
们动动手指就能轻松找到厕所，解除满大街

找厕所的“尴尬”。
“城市公厕云平台”技术负责人介绍，通

过公众号、小程序和 APP ，可以为广大民众
提供公厕一键查询、导航服务、入厕评论、问
题反馈等服务，并可实现社会厕所资源的共

享。
记者点开“城市公厕云平台”小程序，出

现一张地图界面，上面分布的绿色小图标标
示出周边的公厕。在评论区还能看到用户留
下的“环境舒服，没有异味”“卫生脏，有异味”
“设备损坏”等对各地厕所的评论。

“城市公厕云平台能够提供三大服务：方
便广大民众寻厕；了解使用体验及存在问题；
实现全国公厕数据的统一管理、互联互通、数
据共享，提升公厕的管理及服务水平。”住房
城乡建设部城建司有关负责人说。据介绍，自
2017 年 11 月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平台用户
数超 10 万人，完成了 50 万多次的寻厕服务。

良好的用户体验体现在细节中。用户在
搜索框里输入任何地址，周边的公厕一目了
然，继续点击“查看详情”按钮，还能看到该公
厕有没有手纸、WiFi ，有没有残疾人公厕、母
婴室等等。

“前端是一个具备显示开放时间、蹲位数
量的寻厕平台；支持前端服务的后端系统，是
一个可根据用户试用数据和反馈意见进行完
善的动态大数据平台。”公厕云平台技术负责
人说，前端良好服务体验的形成需要后端数
据不断地扩充、改善。优化公共服务的同时，

云平台的上线助推了公厕数据的普查。

记者了解，通过“城市公厕云平台”，可以
为公厕管理人员提供公厕基础数据维护、问
题跟踪、日常巡检等服务，还可以为公厕管理
部门提供数据统计和报送工作进展等服务。
截至目前，已完成近 19000 多座公厕的数据
普查。

“通过做好平台数据日常维护管理，不仅
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好的寻厕服务，而且也有
助于及时提升城镇公共厕所服务质量。”住房
城乡建设部城建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地方
公厕管理部门将做好平台上线、数据普查工
作，不断优化完善平台，全面提升城市公厕精
细化服务和管理水平。

▲这是记者用城市公厕 APP 在北京朝阳区太阳宫牛王庙社区查询的一处公共厕
所（ 7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新华社银川 7 月 4 日电(记者高敬、赵倩)
作为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位于宁夏灵武
市的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示范区为何建到了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里？顶着“循环经济”帽子的产业
园，为何竟成为当地最大的污染源？

近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园区进行督察“回
头看”发现，两年来，自治区发改委成“甩手掌
柜”，地方政府寄希望于“保护区重新勘界”，均
无视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提出的整改要求，导
致园区始终未退出侵占的保护区土地，环境污
染问题依旧突出。

产业园建到保护区里，“再生

资源”成“二次污染”

近日，记者跟随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督
察组走进位于宁夏灵武市的再生资源循环经济
示范区发现，尽管顶着“再生资源”“循环经济”

的名号，但园区的很多企业却与绿色产业相距
甚远。废旧汽车拆解露天作业，工作人员的衣服
布满油污已看不清颜色，成片成片的油污渗入
土壤中……

走进杰瑞邦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
约 2000 吨属危险废物的油泥，堆放在未做封闭
处理的简易贮存池中。

而面对督察组的追问，企业人员谎称企业
早已停止生产。直到督察人员当场拿出此前暗
查的照片，并抽查企业生产运行记录后，企业工
作人员才不得不承认白天故意制造停产假象，

实际晚上偷偷摸摸生产。而就是这样不符合
环保要求的危废处理设施，企业竟拿到了当
地环保局的环评批复。

类似污染现象在灵武市再生资源循环经
济示范区并非个例。废钢铁、破碎废料、各种
垃圾乱堆乱放，废机油等危废物去向不明，刺
激性化工气体肆意排放……督察组当天随机
抽查了 6 家企业，环境污染或风险问题均十
分突出。据了解，截至目前，园区内“散乱污”

企业 20 余家，约占企业总数的 1/4 。

灵武市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示范区，是覆
盖宁夏、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等周边 500
公里范围内的区域性资源再生利用基地，并
于 2011 年正式成为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
地。

一座原本旨在消纳废旧物资，变废为宝
的循环产业园，除了成为城市“藏污纳垢”之
地外，还非法侵占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土地上千亩。

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在向宁夏
反馈督察意见时指出，2013 年 7 月，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批复的《灵武再生资源循环经济
示范区总体规划》，侵占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实验区 1293 亩。

“假整改，真变通”，整改政令

沦为空文

针对灵武市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示范区存

在的问题，2016 年宁夏督察整改方案中明
确，2018 年年底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
调整《灵武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示范区总体规
划》，将侵占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调
出规划范围。

然而，中央环保督察组此次“回头看”发
现，在 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后，
园区侵占保护区，以及一些手续不全、环保设
施运行不正常的企业非但没有整改清退，反
而继续引进新项目。2017 至 2018 年间，仍有
6 个新建、扩建再生利用项目在园区落地。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灵武市以敷衍整
改，甚至弄虚作假的方式应对中央环保督察，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督察组如此评价。

督察组认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作为整
改主要责任主体当起“甩手掌柜”。园区侵占
保护区的问题整改应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牵头，但近两年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仅是
致函灵武市政府，要求其加快修编规划，并
未采取其他实际行动，致使规划调整、生态
恢复等整改任务未有实质性推进。因自治区
林业厅等部门提出异议，规划调整中途搁
置，为了推卸责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另辟
蹊径”，竟然在 2018 年 4 月发文撤销《灵武
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示范区总体规划》，以“一
撤了之”来应付整改。

而灵武市在园区整改过程中也表现出
“重发展、轻保护”“不担当、不碰硬”的态度。
在实质性整改工作基本没有开展的情况下，

还擅自于 2017 年 12 月对整改任务自行进行
销号处理。

在现场检查时，督察组询问灵武市有关
负责人“两年来做了哪些工作”，他们表示曾
“寄希望于自然保护区重新勘界，将产业园区
调出保护区”。

严肃问责，让地方真正担起

环保责任

据了解，日前，自治区发改委已会同灵武
市政府依法责令 21 家违法侵占保护区企业
6 月底前全部停产，9 月 30 日前完成搬迁，
退出占用自然保护区的 1293 亩土地。

银川市也对相关整改不力涉及人员进行
了问责，其中，对灵武市委常委、政府常务副
市长朱立峰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
分，另有几名党政领导干部分别受到党内警
告、记过等处分。

专家表示，中央环保督察是手段，不是目
的。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
干部。对于督察中发现存在突出问题、对造成
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
肃追责。

“应通过督察切实传导环保压力，提升责
任意识，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同时，不断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让环保工作
真正成为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宁夏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李禄胜说。

新华社广州 7 月 4 日电(记者毛一竹)广东省纪委监委
通报，自 6 月 5 日至 7 月 1 日，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案件进行问责，涉及失职失责党员干
部 342 人。其中，清远市在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中不认真履行
职责、弄虚作假，有 23 人被查处、5 名厅级干部被问责。

6 月 11 日，媒体相继报道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随机抽
查清远市海仔大排坑的治理情况，现场发现水体发黑发臭，
反映清远市黑臭水体治理存在“假装治污”等情况，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

2017 年上半年，清远市水务局为在短时间内达到整治
目标，在沿途截污、清淤疏浚等根本性措施未开展到位的情
况下，采取调水稀释，让黑臭水体临时达标，并向广东省住
建厅谎报“通过采取截污控源、三清保洁、水系连通等一系
列有效措施，已经达到了水体洁净、不黑不臭整治效果”，请
求予以成效评估。同年 8 月，广东省住建厅组织专家赴清远
进行黑臭水体整治现场检查后，做出“符合初见成效评估要
求，可视为黑臭水体整治初见成效”的评估意见。

2018 年 6 月底，经广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
委、省政府同意，分别给予时任清远市市长郭锋(现任清远
市委书记)、省住建厅副厅长刘玮批评教育处理，给予时任
清远市委常委、副市长曾贤林(现任清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副主任)诫勉处理，分别给予清远市副市长雷玉春和
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处长郭建华、副处长卓云峰党内警告
处分。此外，时任清远市副市长徐建文因涉嫌其他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涉及在该市黑
臭水体整治中失职失责问题将并案处理。

其余被查处的人员中，时任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谢煜行因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已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广东多名厅级干部

“假装治污”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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