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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生态环境部通报 2019 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工作情况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 2019 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工作情况的通

报》（以下简称《通报》），向各省(区、市）生态环境厅（局）通报了 2019

年全国 12369 环保举报工作情况。

2019 年，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畅通“12369”环保举报渠道，进一步加强

全国“12369 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联网平台）使用，深入推进

“12369”环保举报热线电话、微信、网络等举报渠道“国家-省-市-区县”四级

数据互联共享，推动开展数据分析和积极提供线索信息，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2019 年联网平台共接到举报案件 53

万余件，同比下降 25.2%。

从举报问题办理效率情况来看，全国平均办结天数为 28 天，北京、河北、

上海、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高效办理举报案件，平均办结天数 25 天以

内。从落实监督管理责任情况来看，全国抽查审核下级办理案件数量占比为

8.8%，内蒙古、安徽、新疆等地抽查占比率在 40%以上。从案件办理规范性来看，

生态环境部抽查案件全国平均通过率为 91.3%，北京市通过率为 100%，广东、天

津、陕西、安徽、上海、浙江通过率在 96%以上。

《通报》指出，2019 年各地“12369”环保举报工作存在以下问题：

（一）部分地区举报热线不畅通。生态环境部对全国地级市“12369”环保

举报热线运行情况全年检查 4次，发现部分地区热线存在未拨通现象，其中南宁

有 3次未拨通，葫芦岛、神农架、果洛各有 2次未拨通，晋中、三门峡、阜新、

营口、铁岭、双鸭山、七台河、大兴安岭、合肥、黄山、吉安、北海、百色、柳

州、崇左、玉林、梧州、来宾、贺州、防城港、阿坝、铜仁、六盘水、黔东南、

楚雄、榆林、酒泉、海东、海北、黄南、海南、海西各有 1次未拨通。

（二）存在举报案件未按时办理情况。个别地区对举报问题查处的时效性不

够重视，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受理或办结举报案件。2019 年，全国超期受理案件

数为 329 件，地级市中宿迁、绥化、南阳、松原、鹤岗、延安、吉安、遵义、榆

林等地件数较多；超期办结案件数为 155 件，地级市中南阳、鹤岗、随州、松原、

开封、海东、辽阳、大庆、上饶等地件数较多。

（三）部分举报案件办理不规范。2019 年生态环境部抽查的举报案件中，

8.7%举报案件因存在对群众反映问题查处不全面、办理意见内容不完整、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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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答复举报人等问题，被退回重新办理，其中广西、湖南、黑龙江、宁夏、贵

州、吉林、云南和河南退回率较高。

《通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规范举报案件受理、办理工作，加大数据分析力

度，持续提供各类信息线索，配合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

是落实举报案件统一管理。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信访投诉举报工作的改革意见，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将来信、来访等其他渠道的举报案件，统一纳入“12369 环

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管理，实现“一网登记、一网转办、一网处理、一网回复”。

二是强化举报线索分析和重点问题督办。结合重点工作对群众举报问题开展数据

分析和综合研判，分类梳理特征信息并移送相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重点问题及

时向属地督办，并向相关地级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室）通报，推动问题有效解决。

三是提高举报案件的办理质量和群众满意度。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深入开展案件

抽查工作，总结归纳举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指导基层单位提高举报案件办

理水平，确保查处和整改落实到位。及时反馈举报人并加强反馈内容的针对性、

完整性和逻辑性，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生态环境部启动 2020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活动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 2020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继续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活动。

据生态环境部执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本年度大练兵在总结过去四年活动经

验基础上，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优化创新：一是进一步贯彻“全年、全员、全过

程”要求，即时间持续到 2020 年底，对象覆盖全体执法人员，活动开展结合日

常工作、专项工作和监督执法正面清单落实工作；二是进一步推进党建业务深度

融合，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三是进一步贴近

基层日常工作实际，精简组织形式要求，强化案卷质量抽查，突出典型案件办理，

鼓励开展执法服务；四是进一步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效能，持续推动各地加强移动

执法系统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应用。

《通知》要求，大练兵活动要坚持“党建统领、问题导向、统筹兼顾”三大

基本原则，围绕“加强作风建设、优化执法方式、加强制度建设、夯实执法基础”

四项重点内容，切实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实现精准执法、规范执法、依法执法。

《通知》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大练兵活动，以上率下、以老带新，充分调

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所有执法人员积极性。在大练兵活动过程中既要重视理论

学习，提升执法人员理论素养，也要注重学以致用，积极投身“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要做好大练兵活动宣传报道，及时发布信息动态，公开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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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执法为民典范。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全方位考察强化监督表现、日常监督执法

工作、调查取证工作质量等综合表现后推荐执法机构和人员参加评选。

大练兵期间，生态环境部将在官方微信、微博“铁军风采”专栏持续刊发各

地大练兵做法和典型事迹。大练兵结束后，生态环境部将在政府网站和《中国环

境报》公开候选集体和个人事迹材料，设置公开投票通道，鼓励公众评选较为满

意的执法机构和人员。

生态环境部通报 2020 年 1-4 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环境

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

今日，生态环境部向媒体通报各地 2020 年 1-4 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环

境保护法》配套办法的执行情况。

一、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情况

2020 年 1-4 月，全国共下达处罚决定书 28369 份，罚款金额为 19.20 亿元，

案件平均罚款金额 6.77 万元。

2020 年 1-4 月，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为：河北、广东、山东、

江苏、河南；行政处罚罚款金额排名前五的省份为：广东、河北、江苏、山东、

浙江。

2020 年 1-4 月，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排名前十的地市为：东莞市、邢台市、

石家庄市、深圳市、邯郸市、新乡市、沧州市、衡水市、聊城市、唐山市；行政

处罚罚款金额排名前十的地市为：东莞市、邢台市、深圳市、广州市、唐山市、

无锡市、佛山市、苏州市、邯郸市、石家庄市。

2020 年 1-4 月，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排名前十的县（市、区）为：深圳龙岗

区、石家庄晋州市、廊坊大城县、佛山顺德区、衡水安平县、邢台宁晋县、鹤壁

浚县、邢台沙河市、邢台隆尧县、沧州献县；行政处罚罚款金额排名前十的县（市、

区）为：佛山顺德区、广州白云区、唐山丰南区、深圳龙岗区、无锡江阴市、邢

台宁晋县、三亚文昌市、邢台沙河市、深圳宝安区、邯郸峰峰矿区。

二、配套办法执行情况

2020 年 1-4 月，全国共查处五类案件 3244 件。其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67

件，罚款金额 6427.8 万元；查封、扣押案件 1928 件；限产、停产案件 289 件；

移送行政拘留案件 703 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25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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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4 月，五类案件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为：广东、河北、江苏、山

东、安徽。

2020 年 1-4 月，五类案件数量排名前十的地市为：东莞市、潍坊市、徐州

市、邢台市、邯郸市、无锡市、亳州市、合肥市、佛山市、德州市。

2020 年 1-4 月，五类案件数量排名前十的县（市、区）为：徐州邳州市、

无锡江阴市、保定定州市、潍坊寿光市、潍坊诸城市、佛山顺德区、徐州丰县、

榆林府谷县、渭南韩城市、雄安新区安新县。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通知深入推进畜禽粪污还

田利用和养殖污染监管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畜

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标准，

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粪肥管理制度，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

持续发展新格局。

《通知》明确，国家鼓励畜禽粪污还田利用，支持养殖场户建设畜禽粪污处

理和利用设施。已获得环评批复的规模养殖场如需由达标排放（含按农田灌溉水

标准排放）变更为资源化利用（不含商业化沼气工程和商品有机肥生产），如在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前变更，按照非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在竣工

环保验收后变更的，按照改建项目依法开展环评。

《通知》要求，畜禽粪污的处理应根据排放去向或利用方式的不同执行相应

的标准规范。作为肥料利用应符合《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畜禽粪

便还田技术规范》、《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向环境排放的，应

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地方有关排放标准。用于农田灌溉的，应

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通知》强调，各地要督促指导规模养殖场制定畜禽粪肥还田利用计划，推

动建立畜禽粪污处理和粪肥利用台账。加强日常监测，严防还田环境风险。加快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先进技术和装备研发，积极推广全量收集利用畜禽粪污、全

量机械化施用等经济高效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

北京生态环境部门加强新发地区域污水、废水监管

为应对近期北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联合丰台区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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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支队迅速响应，对处理新发地区域产生废水的槐房再生水厂的废水消毒处理工

艺开展现场检查。

北京排水集团槐房再生水厂厂长阜崴说，为强化涉疫污水消毒，槐房再生水

厂已全负荷开启消毒工艺的全部 6条渠道，通过延长反应时间，保证消毒效果和

水环境安全，同时加密了水质监测，从每周 2次缩短成为每天 1次，以防次生灾

害发生。

据介绍，目前槐房再生水厂共采用三道组合消毒工艺，包括臭氧、紫外、次

氯酸钠。经过消毒处理后的污水中，粪大肠菌群指标小于 2，符合北京市地方排

放标准。

“连日来，槐房再生水厂出水水质稳定达标。”阜崴说，接到疫情通知后，

槐房再生水厂提高了组合消毒的剂量，臭氧剂量从 2毫克每升提高到 2.5 毫克每

升，紫外消毒渠道的消毒剂量从 38 毫焦提高到 50 毫焦，最后的清水池通过补氯

措施，把出水的余氯控制在 0.2 毫克每升，以保证整体消毒效果。

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的执法人员对再生水厂的在线监控

数据进行了现场核实。

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司红星介绍，支队对突发疫情做出

快速响应部署，对新发地区域消纳废水排放情况进行监察监测，对丰台区临时隔

离点的固废和废水进行监管，对丰台全区污水处理厂进行监察监测，确保出水水

质达标排放，确保固体废物应收尽收、合法处置。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二科负责人蔡金娜说，槐房再生水厂的 PH 值、COD、

氨氮、总氮、总磷都达到北京市相关标准。在突发疫情期间，北京市环保执法部

门通过在线监控和现场执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管，对于重点地区、重点行业进

行现场检查督促，防止环境次生灾害发生。

生态环境部召开 2020 年建议提案交办会

6 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 2020 年建议提案交办会，传达学习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建议提案交办会精神和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部长黄润秋对建议

提案办理工作的批示，总结 2019 年建议提案完成情况，研究部署 2020 年办理工

作。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办好建议提案是政府机关一项重要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任务。生态

环境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将办好建议提案作为汇聚各方智慧、推进科学民主决

策的重要途径，既提高了政策的科学化水平，也宣传了自身的工作理念思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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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建议提案的双向互动功能，最大程度增进理解、凝聚共识。2016-2019 年连

续四年实现了主办件沟通率、按时办结率、代表委员满意率三个百分之百。

会议强调，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是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

阶段性目标的“交账”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把建议提案办理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最大程度把代表委

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

转化为谋划“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和重点工作的决策依据。一要认真

研究、综合分析，既责任到人、办好每件建议提案，又梳理主要问题，统一研究

政策措施。二要解决突出问题，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行业企业反映的难点，

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三要做好重点建议提案办理，明确牵头责任，互相支

持，形成合力。四要对往年承诺事项跟踪推进，及时向代表委员报告进展，以实

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让代表委员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

会上，综合司、土壤司作了典型发言。生态环境部后续还将定期召开调度会

议，确保各项建议提案按期办结。

2020 年“全国低碳日”举办线上主题宣传活动

7 月 2 日是第 8个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低碳、全面小康”。7月 2 日

上午，由生态环境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0 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

活动于多家线上平台播出。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北京市副市长杨斌、生态

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解振华为活动致辞。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推动经济

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要途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对

气候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走符合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国家战略，取得积极成效，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中国贡献。2020 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中国将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定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子孙后代福祉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希望全社会共同行动、

从我做起，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聚焦

蓝天保卫战重大任务和应对气候变化重要义务，下大力气协同推进重点领域的大

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同时充分发挥碳市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实现了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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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碳共赢。北京市将继续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完成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阶段性目标，同时坚持以首善标准，积极谋划好“十四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等

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解振华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严峻公共健康危机，气候变化

是关乎全人类生存发展和子孙后代福祉的深层次挑战。世界各国共同生活在一个

地球村中，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各国合作应对，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才能实现疫情后经济高质量复苏。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政府、

企事业单位和广大消费者都应该更多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多重挑战，将绿色低碳

发展的理念和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国的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

线上主题活动中，正式启动了 2020 气候投融资全球征文活动，发布了 2022

年冬奥会低碳小程序，环保志愿者代表以及相关企业通过现场连线分享了在不同

领域践行绿色低碳理念的经验和行动，青年代表发表了低碳倡议，活动最后启动

了第十一届“绿色发展•低碳生活”公益展并发布了公益展小程序。

生态环境部公布 5 月全国“12369”环保举报办理情况

2020 年 5 月，全国“12369 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联网平台”）

共接到环保举报 45811 件，环比上升 7.7%，同比下降 0.2%。本月接到的举报中，

受理 34254 件，因举报线索不详或不属于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而未受理的

11557 件。

电话及微信举报量环比上升。5 月，全国接到的举报中，“12369”环保举

报热线电话举报共 19113 件，约占 41.7%，微信举报 23657 件，约占 51.6%，网

上举报 2628 件，约占 5.7%，其他渠道 413 件，约占 0.9%。其中，电话举报环比

上升 13.1%，微信举报环比上升 4.7%。

噪声污染问题最突出。从污染类型来看，5月噪声污染举报较多，占举报总

量的 60.1%，其次为大气污染举报，占 55.1%，水污染、固废污染、生态破坏和

辐射污染举报分别占 14.8%、9.6%、3.1%和 1.0%。

大气污染举报中，反映恶臭/异味的举报最多,占涉气举报的 39.4%，其次为

反映烟粉尘污染的举报，占 28.5%。噪声污染举报中，反映工业噪声污染的举报

最多，占噪声举报的 57.3%，其次为反映建设施工噪声污染的举报，占 32.1%。

水污染举报中，反映生活污水污染的举报最多，占涉水举报的 43.9%，其次为反

映工业废水污染的举报，占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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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的举报最为集中。从行业类型来看，5月公众反映最集中的行业为建

筑业，占 46.1%，其次为住宿餐饮娱乐业和畜禽养殖业，分别占 18.7%和 6.9%。

其中，建筑业举报占比环比上升 1.7 个百分点，住宿餐饮娱乐业、畜禽养殖业举

报占比环比分别上升 2.2 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点。

重庆、江苏、广东举报量居前列。从各地区不同渠道举报数量看，重庆、江

苏、广东等地举报总量居前，重庆、江苏、辽宁等地电话举报占比较高，广东、

浙江、江西等地微信举报占比较高。

从各省举报污染类型占比来看，上海、湖北大气污染举报在当地占比较高，

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 18 个百分点，上海主要反映油烟污染问题，湖北主要

反映恶臭/异味问题。重庆、陕西噪声污染问题在当地相对突出，占比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以上，重庆主要反映建设施工噪声污染问题，陕西主要反

映工业噪声污染问题。山东、海南水污染举报在当地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 7

个百分点，主要反映生活污水污染问题。

2020 年 3 月受理的 26218 件举报均由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处理完毕。生态环

境部随机对其中 2333 件举报办理情况进行抽查，抽查通过率约为 88.2%，对存

在文字语法/逻辑错误、答复内容与举报问题无关、未对举报问题逐项调查处理、

环境违法问题处理不到位、未向举报人反馈、办结意见敷衍了事等问题的举报件

已责成具体承办部门修改或重新办理。

上海全面推进环资案件“三合一”审判

日前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自今年 1月开始，上海法院系统优化环资

管辖体制、明确管辖环资案件法院的功能定位，全面推行民事、行政、刑事“三

合一”审判。

据称，上海高院结合城市总体规划、重要水系和生态功能区的分布特点，对

环资管辖体制进行调整，将环资民事、行政、刑事三类案件按照统一的集中管辖

标准，交由金山、青浦、崇明、上铁四家法院负责审理。上海全市三级法院还主

动从民事、刑事、行政审判部门抽调专门法官，组建环资审判团队，并全面推行

环资“三合一”审判机制，以切实行动促进审判理念统一，推动生态环境的一体

保护和修复。下一步，上海法院将继续依法支持检察机关在新领域探索环境公益

诉讼，保障和引导好社会组织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大力维护资源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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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

国办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6/08/content_5518034.htm

6 月 8 日，国办公布《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

（下称《通知》）。

《通知》明确，普查对象包括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省、

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和居

民委员会，重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部分居民等。普查覆盖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同时，《通知》明确，普查内容包括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人口、

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和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与评估，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生态环境部拟修订《危险废物环境许可证管理办法》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6/t20200609_78351

1.html

6 月 9 日，生态环境部公布《危险废物环境许可证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0 年 7 月

9 日。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积极推进《办法》修订工作，通过专题调研等多种形式

收集修订建议，并先后两次将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固废法》修订工

作开展以来，生态环境部即将《办法》修订与《固废法》修订工作同步考虑。2020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固废法》。按照

《固废法》最新要求，生态环境部完善相关条款，形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如下：（一）完善危险废物环境许可范围、发证层

级和许可条件；（二）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

管；（三）法律一致性修订。其中，与《固废法》相衔接，变更“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为“危险废物环境许可证”，明确了利用经营活动领取综合许可证，统

一法律责任和术语定义等内容。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6/08/content_5518034.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6/t20200609_78351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6/t20200609_783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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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本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b46fd4cbdbbb4b8faa9487da9

e76e5f6.shtml

6 月 20 日，调整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对外公布。计

划强调，强化对加快中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阻断、反制“长臂管辖”

法律制度的研究工作。

根据计划，202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审议的法律案有 12 件，包括专利法

(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长江保护法等；

202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法律案有 29 件，包括国旗法(修改)、国徽法

(修改)、行政处罚法(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社会救助法等。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提请审议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20-06/28/con

tent_8231285.htm

6 月 28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下称“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为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和需要,与野生动物保护

法、生物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修改制定相衔接, 修正案草案对公共卫

生刑事法治保障进行了强化。

修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一步明确新冠肺炎等依法确定的采取甲类传染病

管理措施的传染病,属于本罪调整范围,补充完善构成犯罪的情形,增加规定了拒

绝执行人民政府依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非法出售、运输疫区被污染物品等犯

罪行为。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生物安全,防范生物威胁,与生物安全法衔接,修正案草案

增加规定了三类犯罪行为:非法从事人体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的犯罪;严重危害国

家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犯罪;非法处置外来入侵物种的犯罪等。

此外,将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和“三有野生动物”以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增加规定为犯罪,从源

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b46fd4cbdbbb4b8faa9487da9e76e5f6.shtm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b46fd4cbdbbb4b8faa9487da9e76e5f6.s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20-06/28/content_8231285.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20-06/28/content_82312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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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起，垃圾发电企业环境违法将面临巨额经济损失

http://jjs.mof.gov.cn/zhengcefagui/202006/t20200630_3540904.htm

6 月 30 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核减环境违法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指出，

垃圾焚烧厂因污染物排放超标等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罚的，核减或暂停拨付国

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制定《通知》的目的：一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需要更严格的管理。国家在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中专门设立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简称补贴资

金），帮助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快速发展。但近年来，在行业发展的同时，部分

项目在环境管理上的欠缺也带来了一些环境影响问题。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核减环境违法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的补贴资金，促进整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绿色发展，助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是制定《通知》的重要考虑。二是执行政策已有稳固的技术基础。

自动监测具有连续在线运行的优势，是监督企业排放行为的“前沿哨兵”。我国

垃圾焚烧发电厂（简称垃圾焚烧厂）已经在 2017 年全部完成了“装、树、联”

（即依法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在厂区门口树立电子显示屏、自动监测数据与生态

环境部门联网），实现了行业自动监测的全覆盖，可对垃圾焚烧厂实现连续监管。

这为该行业核减补贴资金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三是有关文件

已提出明确规定。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20〕5 号）指出，对核查结果不合格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电网企业应暂停发放补贴。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生态环境部令第 10 号）指出，垃圾焚

烧厂因污染物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罚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核减或者暂停拨付其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资金。《通知》的出台，是落

实上述文件规定的重要举措。

《通知》的主要内容：《通知》全文共 7条。一是明确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纳入补贴清单、拨付补贴资金的必要条件。二是明确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发生环

境违法行为时，补贴资金核减、暂停和恢复拨付、移出补贴清单的具体情形。三

是明确了各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四是设立了对各部门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

追责条款。《通知》将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保障《通知》落地可行：一方面，生态环境部门继续将新联网项目纳入“装、

树、联”范围并督促其向社会及时公开自动监测数据；主动服务指导，帮助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提升环境管理水平；采用多种手段保障自动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http://jjs.mof.gov.cn/zhengcefagui/202006/t20200630_35409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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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依法查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在推动整个垃圾焚烧发

电行业绿色健康发展的同时，夯实《通知》执行的基础。另一方面，财政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和电网企业将密切配合，及时交换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补贴清单、对

环境违法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处罚情况等信息，依据上述信息核减和暂停拨付补

贴资金，并及时进行资金结算工作。

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能源行业标准集中复审工作

http://www.nea.gov.cn/2020-06/05/c_139117223.htm

近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公布《关于组织开展能源行业标准集中复审工作的

通知》（下称《通知》），对现行有效的能源行业标准及正在执行的能源行业标

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开展集中复审并提出复审结论，形成废止一批、转化一批、修

订一批、调整一批的标准和计划项目清单，重点解决现有能源行业标准与标准体

系不协调、标准交叉、矛盾、滞后老化及实施效果差等问题。

同时，《通知》明确，集中复审对象包括现行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和已经立项

的能源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

两部门：做好本年度能源安全保障工作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6/t20200618_1231501.htm

l

6 月 18 日，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公布《关于做好 2020 年能源安全保障工作

的指导意见》，从大力提高能源生产供应能力、积极推进能源通道建设等方面提

出具体要求。

其中，意见要求，不断优化煤炭产能结构。严格安全、环保、能耗执法，分

类处置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与环境敏感区重叠煤矿和长期停产停建的“僵尸企

业”，加快退出达不到安全环保等要求的落后产能，为优质产能释放腾出环境容

量和生产要素。2020 年再退出一批煤炭落后产能，煤矿数量控制在 5000 处以内，

大型煤炭基地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96%以上。

国家能源局印发《2020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http://www.nea.gov.cn/2020-06/22/c_139158412.htm

近日，国家能源局公布《2020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

http://www.nea.gov.cn/2020-06/05/c_139117223.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6/t20200618_1231501.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6/t20200618_1231501.html
http://www.nea.gov.cn/2020-06/22/c_1391584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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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压实保供和安全生产责任。

《指导意见》要求，严格落实能源保供属地责任，加强组织协调，推动解决

能源供应问题，保障可供能源资源充足稳定。密切关注能源企业经营情况，针对

行业反映集中、影响较大的问题，适时研究出台支持政策措施予以有效解决。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积极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避免发生影响能源安全的

重大事故。组织能源企业做好高峰时段用能供应保障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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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安徽池州月亮湖某企业水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案情简介】

2019 年 3 月 28 日，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市某项目地块东侧月亮湖污染问

题进行现场调查，发现该项目通过两个非法排污口直接 将大量生活污水排入月

亮湖，致使湖体水质超标。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在调

查勘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专家测算，修复费用在 50 万元以下，采用简易

评估认定程序进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建议采取异位处理、清淤、清水

替换和生态系统重建的方式进行修复，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49 万元。

【磋商结果】

2019 年 10 月 9 日，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向 赔偿义务

人涉案企业发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意见书》，征询对方意见。2019 年 10 月 11

日，赔偿义务人书面回复同意按赔偿意见书要求进行赔偿。根据意见书要求，赔

偿义务人要将湖体水生生态系统重建，水质达到景观用水要求的地表水 IV 类水

质标准。目前，修复工作正在按计划实施，预计 2020 年 8 月竣工验收。

【典型意义】

本案是安徽省首例达成协议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其典型意义主要

有：一是省生态环境厅积极介入、全程指导、协调专业机构，及时开展鉴定评估。

二是针对本案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清楚、数额小、无争议的实际情况，探索创新了

简易评估认定程序，达到及时有效修复的目的，实现了磋商效率和修复效益的双

赢。

【专家点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本案中，池州

市生态环境局积极作为，及时开展调查，根据本省改革实施方案的规定，采用简

易评估认定程序，根据专家提出的环境修复意见，与赔偿义务人在较短的时间内

达成共识。由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生态环境损害的潜在性和广泛性等原因，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时间周期长、成本费用高是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难题。本案简

易评估认定程序的探索有助于破解鉴定评估“费用高”的问题，并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本案赔偿义务人以异位处理、清淤、清水替换和生态系统重建的方式

开展修复，为同类型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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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奉贤区张某等 5 人非法倾倒垃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案情简介】

2018 年 6 月，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沪芦高速西侧断头沟和河浜 发现大量偷

倒的工业和建筑垃圾，且垃圾倾倒未采取任何防渗措施。奉贤区四团镇绿化和市

容管理所对现场垃圾进行了初步现场评估， 倾倒区域 A地块长约 39.5 米，宽约

21 米，高约 1.5 米；B 地块长约 44 米，宽约 31 米，高约 1.5 米；A、B 两个区

域垃圾倾倒总量共计约 1800 吨，其中 70%为一般工业垃圾，30%为建筑垃圾。经

调查和专业机构评估，共倾倒垃圾 100 余车，占地面积近 2000 平方米，污染清

除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约 400 万元。

【磋商结果】

2018 年 12 月，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原奉贤区环境保护局开展索赔具体工

作。在磋商组织方式上，为进一步保证公平，提高沟通效率，原奉贤区环境保护

局与赔偿义务人共同委托奉贤区四团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召开磋商会议。在

修复方式上，为切实落实修复责任，强化修复监督，约定由赔偿义务人自行开展

修复，并实行履约保证金制度，如赔偿义务人未按要求完成修复，保证金将由属

地政府用于代为组织开展修复工作。经过充分沟通，2019 年 1 月，原奉贤区环

境保护局与 5名赔偿义务人签订了赔偿协议。协议确定了损害事实、责任范围及

履约方式，规定由赔偿义务人在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完成修复，并先行支付履约

保证金。

协议签订以后，赔偿义务人根据协议要求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垃圾处置

和生态环境修复等工作，原奉贤区环境保护局会同绿化市容等部门进行监督。目

前，受损地块的清挖和垃圾分类处置等相关修复工作已全部完成，并通过评估论

证。

【典型意义】

本案在全面、及时落实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其典型意义

主要有：一是试行履约保证金制度。本案中，赔偿义务人自行修复生态环境，并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情况缴纳履约保证金。二是探索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与

刑事责任的衔接。本案在刑事责任追究中将赔偿义务人落实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

情况作为考量要素。三是强化修复监督。本案在调查、磋商、修复过程中，始终

坚持修复为本的理念，并依托相关部门共同开展索赔和修复监督。修复过程中，

生态环境、绿化市容等部门对赔偿义务人的修复行为进行全过程监督，属地政府

负责履约保证金的管理，有效地保障了修复责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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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本案的亮点有三：

一是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履行作为环境刑事审判的量刑情节，实现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的统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履

行在先，刑事诉讼判决在后，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并结合其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认罪悔罪表现，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有利于促进赔偿义务人及时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并积极履行赔偿义务。

二是本案在磋商过程中试行了履约保证金制度，赔偿义务人支付保证金，如

未按时完成修复工作，保证金将用于修复，以保障赔偿协议的履行。

三是本案首探“从业禁止令”，禁止相关赔偿义务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

排污或处置危险废物有关的经营活动，对强化犯罪分子的有效监管，防止生态环

境损害的再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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