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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生态环境部召开部常务会议

7 月 7 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主持召开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2020 年上半年生态环境形

势和重点工作进展分析报告》，听取 2020 年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任务

督查落实情况汇报。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战略。长三角区域作为国家区

域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重要示范区、引领区，生态环境联动共保取得积极进展，

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状况与人民群众需求还有较大差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把协同推进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着力打造区域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示范区，探索区域联动、分工协作、

协同推进的新路径，树立绿色发展新标杆。

会议强调，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联防联治联动要紧紧围绕区域生态环

境“共同保护”要求，推动解决系统性、区域性、跨界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目

标指标要突出“共同保护”导向，从区域整体性上提出标志性指标，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任务措施要明确“共同保护”责任，坚持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治理，着

力解决三省一市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协作机制要紧扣“共同保护”要求，

强化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评价、统一监督执法，创新区域协作机制。

要把长三角区域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试验田，推动一体化示范区生态环境制

度创新，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在全国范围推广积累

经验。

生态环境部部长出席新时代美丽浙江建设规划纲要高层次

专家论证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举办的《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高水

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规划纲要（2020—2035 年）》高层次专家论证会召开。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黄润秋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辟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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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的新境界。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重要进展，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但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与美丽中国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必须牢牢把握生态环境

保护的战略定力，坚持新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不动摇，坚持

依法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不动摇，坚持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不动

摇，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建设美丽中国打牢生态基础。

黄润秋表示，浙江省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与率先实践地，自 2002 年提出生态省建设战略以来，

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秉持“两山”理念，以“八八战略”为统领，在浙江全省

掀起了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绿色革命，初步形成了经济强、生态好、百姓富的

现代化发展格局，2019 年通过生态省试点验收，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

“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走在了全国前列，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先行者和排头

兵。

黄润秋强调，制定新时代美丽浙江建设规划纲要，是浙江在生态省建设基础

上，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的重要举措。希望浙江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江考察时的新嘱托新期望，切实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的历史使命，积极

谋划推动新时代美丽浙江建设的各项工作，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高标准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加快构建系

统完备、运行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浙江

样本”。

生态环境部发布上半年全国地表水和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生态环境部今日向媒体通报了 2020 年 6 月和 1-6 月全国地表水、环境空气

质量状况。

一、地表水

（一）总体情况

6月，1940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71.4%，

同比上升 0.6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2.5%，同比下降 2.9 个百分点。主

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

1-6 月，1940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0.1%，同比上升 5.6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1%，同比下降 3.2 个百分

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高锰酸盐指数。

（二）主要江河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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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诸

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75.1%，同比上升 1.4 个百

分点；劣Ⅴ类为 1.9%，同比下降 3.2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其中，西北和西南诸河水质为优，长江流域、浙闽片河流、

珠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水质良好，松花江、辽河、淮河和海河流域为轻度污染。

1-6 月，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

诸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83.8%，同比上升 5.9 个

百分点；劣Ⅴ类为 0.7%，同比下降 3.8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其中，西北诸河、长江流域、浙闽片河流、西

南诸河和珠江流域水质为优，黄河和松花江流域水质良好，淮河、海河和辽河流

域为轻度污染。

二、环境空气

6月，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5.1%，同比上升 5.9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1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3.6%；PM10 浓度为 40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7.0%；O3 浓度为 14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3%；SO2

浓度为 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1%；NO2 浓度为 1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0%；CO 浓度为 0.8 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1%。

1-6 月，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5.0%，同比上升

4.9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0%；PM10 浓度为 5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5%；O3 浓度为 14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

SO2 浓度为 1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7%；NO2 浓度为 23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14.8%；CO 浓度为 1.3 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3.3%。

生态环境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打击危险废物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

为遏制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案件频发态势，保护生态环境，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

于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决定于 2020 年 7 月至 11 月，

组织全国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的活动。

《通知》要求，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要密切配合，

突出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打击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认真摸排，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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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违法犯罪线索；重点监管，及时查处涉危险废物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专案经

营，对大案要案实施精确打击。要对投诉举报和信访案件、行政处罚案件以及危

险废物专项治理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梳理回顾，加大远程执法手段运用，强化网

络信息平台监控，深挖、严惩一批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大案要案，铲除非法

收集、利用、倾倒、处置危险废物链条，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各

地“12369”等举报热线将畅通危险废物非法排放、倾倒、处置举报渠道，实施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对内部知情人员举报予以重奖，希望广大人民群众

共同参与，积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

活动期间，生态环境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强化对地方专项行动开

展情况的督促指导，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现场督办，对情节恶劣、影响较大的典

型案件实施联合挂牌督办。同时，对查办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工作有力的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三部门将联合予以通报表扬。

为落实通知要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针对线索摸排和重点企业监管中发现

的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问题，抽调环境执法、固体废物管理、环境监测人员

组成专案组，对非法转移、倾倒的危险废物追根溯源，摸清产生、运输、倾倒链

条，对链条上全部涉案企业和个人，依法实施严惩重罚。对符合移送行政拘留条

件的和涉嫌环境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杜绝“有案不移”“以罚代刑”。

各级公安机关将结合“昆仑 2020”专项行动，把涉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违法

犯罪纳入打击重点，组织强有力的工作专班，开展破案攻坚。积极开展线索排查、

信息研判，坚持全环节、全链条打击思路，充分运用多种侦查手段，强化收集固

定证据，摸排查清涉案犯罪事实，及时抓获涉案人员，摧毁斩断危险废物非法处

置产业链条。加强与生态环境部门的协作配合，依法及时受理移送的涉嫌犯罪案

件，适时开展联合调查，提高办案效率。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在案件定

性、证据固定等方面加强案情会商，确保案件顺利移送起诉。

各级检察机关对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将及时审查，严把事实

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对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及时批准逮捕、

提起公诉，并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支撑——长江经济带 12 省（市）“三

线一单”发布过半

继重庆、浙江、上海之后，江苏、四川、安徽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也于近日相

继发布了“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至此，“第一梯队”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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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省（市）及青海省“三线一单”发布过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在这些省

份初步建立形成。

推进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是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长江经济带建设

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现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重要指

示精神的重要举措。2017 年 10 月，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和青海省试点开展

“三线一单”工作以来，生态环境部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调度和对口帮扶，制定

发布了一系列技术规范和管理文件，指导“三线一单”的编制论证和发布等环

节，建立了包保工作机制强化进度督促和质量跟踪，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调研座谈

和研讨培训，按照“国家指导、省级编制、地市落地”的模式，组织各省（市）

加快推进“三线一单”工作。

第一梯队试点省（市）结合本地区特点，建立了不同特点的分区管控体系，

在“三线一单”编制方面进行了探索，积累了经验，也为后续成果应用及其他

19 省（区、市）和兵团工作提供了借鉴，奠定了基础。

如江苏省提出建立省域、重点区域（流域）、市域及各类环境管控单元的

“1+4+13+N”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即全省“1”个总体管控要求，长江流域、

太湖流域、淮河流域、沿海地区等“4”个重点区域（流域）管控要求，“13”

个设区市管控要求，以及全省“N”个（4365 个）环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提高了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推进全省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四川省按照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战略部署，在全省总体

生态环境管控要求的基础上，根据五大经济区的区域特征、发展定位和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明确各区域差别化的总体生态环境管控要求，提出建立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工作要求，并创新提出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的工作任

务。

安徽省将全省划分为 1002 个环境管控单元，建立了“1+5+16+N”的四级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1 个省级清单，体现环境管控单元的基础性、底线性要求；5

个区域清单，体现环境管控单元所在区域的特色性、规范性要求；16 个市级清

单，体现环境管控单元所在市的地域性、适用性要求；N个管控单元清单，体现

管控单元的差异性、落地性要求。

湖南省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1+14+860”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

系。在保障长江湖南段和全省“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安全格局的前提下，促进

“长株潭、洞庭湖、大湘南、大湘西”区域发挥优势和协调发展，为全省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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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的精细化管理，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

础。

生态环境部环评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对长江经济带及青海省

“三线一单”工作的指导调度，密切跟踪已发布省份的“三线一单”落地应用情

况，及时总结推广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协调推动第一梯队余下的 5省份尽快发布

“三线一单”。继续加强与相关部门顶层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包保帮扶”工作

机制，力争在年底前完成全国所有省份的“三线一单”编制和发布工作。

总结推广试点经验 全面推动编制重点流域“十四五”规划

7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

工作推进视频会，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推动编制重点流域规划。生态环境部

副部长翟青出席会议并讲话，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主持

会议。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流域保护修复作

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开展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重点流域“十四五”规划编制作为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具体举措，认真谋划好“十四五”水

生态环境保护的蓝图。

会议要求，一是落实主体责任。各地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规划编制的主体

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支持力度。各流域局、各省生态

环境厅和技术单位组成工作组，协助各地市开展规划编制工作。二是突出河湖为

统领。把河湖作为水生态环境治理的牛鼻子，将水生态环境问题、症结、对策、

措施、目标串起来，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形成工作闭环。三是

注重实地调研。各地要深入开展调研，掌握一手资料，切实把规划编制工作做实

做细，按时保质提交工作成果。四是坚持“开门编规划”。要注重倾听社会各界

的意见建议，让规划编制真正成为汇聚民智，反映民意，凝聚民心的过程。

全面推动编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开创美丽

海湾和美丽海洋建设新局面

7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推进视频会，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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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作出一系列

重要批示指示，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单位要进一

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落实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认真谋划好“十四五”乃至今后

一个时期工作的目标、思路和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决扛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政

治责任。

会议要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结果导向”，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确保规划“管用、

好用、解决问题”。一是突出抓好“美丽海湾”建设，扎实推动沿海各地市海湾

水质改善和生态保护修复。二是细致谋划目标指标体系。更加注重生态要素，有

效衔接“十三五”重要指标，形成合理指标体系。三是进一步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沿海各地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规划编制的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相关单位

等要加强配合，建立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四是建立帮扶工作机制。各流域

海域局、沿海各省生态环境厅（局）和技术单位组建工作组，支持和帮助各地市

开展工作。五是扎实开展实地调研。各地要组织精干力量，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

究，掌握一手资料，做好突出问题的诊断分析，切实把规划编制工作做实做细做

好。六是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建议。各地充分吸纳借鉴群众意见，全过程、全方位

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积极性，让规划编制成为汇聚民智、

反映民意、凝聚民心的过程。

会上，上海市政府黄融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黄强副秘书长、锦州市马海峰

副市长、连云港市胡建军常务副市长等 4位同志围绕规划编制试点经验和做法交

流发言，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关道明主任作技术报告。



10

10法律资讯

新法速递

国办要求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7/08/content_5525124.htm

7 月 8 日，国办公布《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

《通知》）。

《通知》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责任；二是强化转产安置，保

障退捕渔民生计；三是加大投入力度，落实相关补助资；四是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五是加大市场清查力度，斩断非法地下产业链；六是加

强考核检查，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生态环境部拟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8_78817

1.html

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生态环保资金管

理 推动建立项目储备制度的通知》等要求，加强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

持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管理程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生态环境部研究起草了

《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通知》明确，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包括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修复、土壤环境

监管能力提升等项目类型。同时，《通知》明确，风险管控、修复项目周期一般

不超过三年，涉及地下水风险管控、修复项目和涉及农用地安全利用的项目周期

一般不超过五年，其他项目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

生态环境部公示《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

http://www.mee.gov.cn/ywdt/gsgg/gongshi/gsq/202007/t20200709_7883

41.shtml

7 月 9 日，生态环境部对《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修订）》（下

称《办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7 月 9日至 18 日，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

示内容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内提出。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7/08/content_5525124.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8_78817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8_788171.html
http://www.mee.gov.cn/ywdt/gsgg/gongshi/gsq/202007/t20200709_788341.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gsgg/gongshi/gsq/202007/t20200709_788341.shtml


11

11法律资讯

根据《办法》，本次修订内容包括：第一，补充实验室建设的主要目的和任

务，强化主动服务部重点工作的要求。第二，规范申报和建设流程，并适当简化。

第三，完善与规范运行管理要求。第四，新增了重点实验室年度报告、定期评估

和退出制度等。

两部门明确资源税相关问题执行口径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4098/cont

ent.html

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的公告》（下

称《公告》），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资源税相关法规财税〔2014〕72 号

等 5个文件同时废止。

《公告》明确资源税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按照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向购买方

收取的全部价款确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计入销售额中的相关运杂费用，凡取

得增值税发票或者其他合法有效凭据的，准予从销售额中扣除。《公告》还明确

了自用应税产品应当缴纳资源税的情形等其他资源税政策执行口径。

自然资源部进一步细化自然资源统计工作

http://gi.mnr.gov.cn/202007/t20200715_2532792.html

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布《自然资源统计工作管理办法》（下称《办法》），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自然资源部统计归口管理机构组织开展全国自然资源综合统计

工作，主要职责是：组织制定自然资源统计规章制度，监督检查全国自然资源统

计工作；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制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审查专业统

计调查制度，承担统计调查制度报批工作，对统计调查制度执行情况开展评估；

组织实施综合统计任务，开展数据质量评估；建立健全统计数据共享机制，发布

综合统计数据；开展综合统计分析，组织综合统计业务培训，推进统计信息化建

设。

九部门发文推进塑料污染治理 明确禁限细化标准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7/t20200717_1233956.htm

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409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4098/content.html
http://gi.mnr.gov.cn/202007/t20200715_2532792.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7/t20200717_1233956.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7/t20200717_12339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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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发改委、环境部、工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

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并附《相关塑料制品禁限管理细化标准（2020 年版）》。

《通知》提出了多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开展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查，加

强对商品零售场所、外卖服务、各类展会活动等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的监

督管理，推动集贸市场建立购物袋集中购销制度，加强景区景点餐饮服务禁限塑

的监督管理。8月底前，各地要启动商场超市、集贸市场、餐饮行业等重点领域

禁限塑推进情况专项执法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服务市场主体

的实施意见

https://www.mee.gov.cn/zcwj/gwywj/202007/t20200721_790363.shtml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近年来，

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

等影响，企业困难凸显，亟需进一步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既

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强

化为市场主体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是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抓手。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以下

意见。

一、持续提升投资建设便利度。优化再造投资项目前期审批流程；进一步提

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深入推进“多规合一”。

二、进一步简化企业生产经营审批和条件。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精简

优化工业产品生产流通等环节管理措施；降低小微企业等经营成本。

三、优化外贸外资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提高进出口通关效率；拓展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功能；进一步减少外资外贸企业投资经营限制。

四、进一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优化部分行业从业条件；促进人才流动和灵

活就业；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增加新业态应用场景等供给。

五、提升涉企服务质量和效率。推进企业开办经营便利化；持续提升纳税服

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商标注册效率；优化动产担保融资服务。

六、完善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建立常态化政企

沟通联系机制；抓好惠企政策兑现。

https://www.mee.gov.cn/zcwj/gwywj/202007/t20200721_7903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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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开展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专项检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091

9.html

7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公布《2020 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扶指导方案》，

2020 年，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专项检查，通过排污单位

自查、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核查、生态环境部抽查，落实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责任，

压实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监管责任，提高自行监测数据质量，为环境管理提供精准、

可靠的监测数据支撑。

方案明确，2018 年、2019 年，生态环境部检查了长三角、汾渭平原、珠三

角和环渤海等重点区域的 1099 家企业自行监测情况。将检查发现的问题移交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向社会公布比

对不合格的在线监测设备运维单位名单，提升自行监测数据质量，倒逼企业实现

污染物达标排放。

两部门出台《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

http://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007/t20200724_3437849.

html

7 月 24 日，交通部、发改委公布《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方案》提

出，到 2022 年，力争 60%以上的创建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0%以上，绿色出行

服务满意率不低于 80%。公交都市创建城市将绿色出行创建纳入公交都市创建一

并推进。

《方案》指出，按照系统推进、广泛参与、突出重点、分类施策的原则，以

《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发改环资〔2019〕1696 号）和《绿色出行行

动计划（2019—2022 年）》（交运发〔2019〕70 号）明确的重点任务和创建要

求为载体，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091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0919.html
http://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007/t20200724_3437849.html
http://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007/t20200724_34378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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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宝勋精密螺丝（浙江）有限公司及被告人黄冠群等 12 人污

染环境案（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典型案例）

（一）基本案情

2002 年 7 月，被告单位宝勋精密螺丝（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勋

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建筑五金件、汽车高强度精密紧固件、精

冲模具等，该公司生产中产生的废酸液及污泥为危险废物，必须分类收集后委托

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被告人黄冠群自 2008 年起担任宝勋公司副

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被告人姜家清自 2016 年 4 月起直接负责宝勋

公司酸洗污泥的处置工作。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被告单位宝勋公司及被告人黄冠群、姜家清违

反国家关于危险废物管理的规定，在未开具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情况下，将酸洗

污泥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被告人李长红、涂伟东、刘宏桂进行非法处置。

被告人李长红、涂伟东、刘宏桂通过伪造有关国家机关、公司印章，制作虚假公

文、证件等方式，非法处置酸洗污泥。上述被告人通过汽车、船舶跨省运输危险

废物，最终在江苏省淮安市、扬州市、苏州市，安徽省铜陵市非法倾倒、处置酸

洗污泥共计 1071 吨。其中，2017 年 5 月 22 日，被告人姜家清、李长红、涂伟

东伙同被告人汪和平、汪文革、吴祖祥、朱凤华、查龙你等人在安徽省铜陵市经

开区将 62.88 吨酸洗污泥倾倒在长江堤坝内，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案发后，经鉴

定评估，上述被告人非法倾倒、处置酸洗污泥造成环境损害数额为 511 万余元，

产生应急处置、生态环境修复、鉴定评估等费用共计 139 万余元。

此外，2017 年 6 月至 11 月，被告人李长红、涂伟东、刘宏桂、吴祖祥、朱

凤华、查龙你等人在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非法收集 10 余家江苏、浙

江企业的工业污泥、废胶木等有毒、有害物质，通过船舶跨省运输至安徽省铜陵

市江滨村江滩边倾倒。其中，倾倒废胶木 313 吨、工业污泥 2525 余吨，另有 2400

余吨工业污泥倾倒未遂。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 7月16日以被告单位宝勋

公司以及被告人黄冠群、姜家清、李长红、涂伟东等 12 人犯污染环境罪向安徽

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 年 9 月 28 日，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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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单位宝勋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一千

万元；被告人黄冠群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被

告人姜家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判处

被告人李长红等 10 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拘役四个月不等，并

处罚金。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宝勋公司和被告人黄冠群等人提出上诉。2018

年 12 月 5 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

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服务长江生态

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提供

有力保障，是公安司法机关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司法实

践中，对发生在长江经济带十一省（直辖市）的跨省（直辖市）排放、倾倒、处

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环境

污染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本案中，被告单位宝勋公司及被告人黄冠群等 12 人在江苏、浙江、安徽等

地跨省运输、转移危险废物，并在长江流域甚至是长江堤坝内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数量大，持续时间长，给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涉案地办案机关

加强协作配合，查清犯罪事实，对被告单位宝勋公司及被告人黄冠群等 12 人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办理长江经济带跨省（直辖市）环境污染案件，守护好长江

母亲河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上海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应伟达等 5 人污染环境

案（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典型案例）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上海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达公司”），被告人应

伟达系印达公司实际经营人，被告人王守波系印达公司生产部门负责人。

印达公司主要生产加工金属制品、小五金、不锈钢制品等，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液被收集在厂区储存桶内。2017 年 12 月，被告人应伟达决定将储存桶内的

废液交予被告人何海瑞处理，并约定向其支付 7000 元，由王守波负责具体事宜。

后何海瑞联系了被告人徐鹏鹏，12 月 22 日夜，被告人徐鹏鹏、徐平平驾驶槽罐

车至公司门口与何海瑞会合，经何海瑞与王守波联系后进入公司抽取废液，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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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驾车至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外青松公路、鹤吉路西 100 米处，先后将约 6吨废

液倾倒至该处市政窨井内。经青浦区环保局认定，倾倒物质属于有腐蚀性的危险

废物。

（二）诉讼过程

本案由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于 2018 年 5 月 9 日以被告人应伟达、王守波等

5人犯污染环境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上海铁路

运输检察院对被告单位印达公司补充起诉。2018 年 8 月 24 日，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被告单位印达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十万元；被告

人应伟达、王守波等 5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九个月不等，并处

罚金。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准确认定单位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是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的重点问题，

一些地方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单位犯罪认定难的情况和问

题。司法实践中，经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决定、

同意，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对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应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被告人应伟达系印达公司实际经营人，决定非法处置废液，被告人

王守波系印达公司生产部门负责人，直接负责废液非法处置事宜。本案中对被告

单位印达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应伟达、王守

波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在准确认定单位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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