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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八部门印发意见 加快推进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快递绿色包

装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 2022 年年底前，制

定实施快递包装材料无害化强制性国家标准，基本建立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结

构合理的快递绿色包装标准体系。

据估算，我国快递业每年消耗的纸类废弃物超过 900 万吨、塑料废弃物约

180 万吨，并呈快速增长趋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加强快递绿色包装

标准化工作，支撑妥善处理快递包装污染问题，已成为行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要求。

《意见》紧扣快递包装治理“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的要求，提出了未

来三年我国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工作的总体目标，列出了标准体系优化、重点标

准研制、标准实施监督、标准国际化等 4个方面 8 项重点任务。《意见》的出台，

将加速快递包装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相关成果转化为标准，不断完善标准与

法律政策协调配套的快递绿色包装治理体系。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照《意见》部署，持续研制发布一批以绿色理念

为引领的重要标准，不断完善覆盖设计、材料、生产、使用、评价、回收利用、

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快递绿色包装标准体系，以标准助力快递包装“绿色革命”。

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0）》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0）》（以下简称《年

报》），公布了 2019 年全国移动源环境管理情况。《年报》显示，移动源污染

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造成细颗粒物、光化学烟雾污染的

重要原因，移动源污染防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据《年报》统计，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已连续十一年成为世界机动

车产销第一大国。2019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3.48 亿辆，比 2018 年增长

6.4%，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381.0 万辆。

2019 年，全国机动车四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初步核算为 1603.8 万吨。其中，

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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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771.6 万吨、189.2 万吨、635.6 万吨、7.4 万吨。汽车是污染物排放总

量的主要贡献者，其排放的 CO、HC、NOx 和 PM 等四项主要污染物均超过 90%。

柴油车 NOx 排放量超过汽车排放总量的 80%，PM 排放量超过 90%；汽油车 CO 排

放量超过汽车排放总量的 80%，HC 排放量超过 70%。

另外,非道路移动源排放对空气质量的贡献也不容忽视。非道路移动源排放

二氧化硫（SO2）15.9 万吨，HC 43.5 万吨，NOx 493.3 万吨，PM 24.0 万吨；NOx

排放量接近于机动车。

2019 年 6 月，我国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要求提交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向国际社会报告了我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各项政策与行动信息，发布了 2014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其中交通运输

排放温室气体 8.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道路运输是交通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

贡献者，占 84.1%。

2019 年，各地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

划》，全面开展清洁柴油车、清洁柴油机、清洁运输、清洁油品行动，推进运输

结构调整、提升新生产机动车污染防治水平、规范在用机动车排放检验、强化非

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环保监管、开展车用油品质量专项检查、建立完善移动源污

染治理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决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统筹“油、路、车”，提升移动源环境管理

水平，有效降低移动源污染物排放，增强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

护美绿水青山 做大金山银山——写在“两山论”提出 15

周年

深邃的思想，在时间洗礼中愈显光辉；科学的理论，经实践检验后更有力

量。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

时，以充满前瞻性的战略眼光，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

“两山论”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既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

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15 年来，“两山论”显示出持久的理论生命力、强大的实践引领力。在“两

山论”指引下，安吉余村放弃开山采矿，开展村庄整治，发展休闲旅游。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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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茶绿景美、山清水秀，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一片叶子富了一

方百姓”“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故事传为佳话。从“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

的重要内容”到“保住绿水青山要抓源头”，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

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到“探索一条生态脱贫的新路子”，党的十八大

以来，“两山论”在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完善，成为全党全社

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重要内容，引领我们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民之所

愿，是人民共有财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我们在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的同

时，也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在山西右玉，经过不懈植树造林、

防沙治沙，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生态牧场、特色旅游让农民的“钱袋子”鼓

起来；在新疆阿克苏，昔日亘古荒原上建成一道集生态林、经济林于一体的“绿

色长城”，让风沙之源变成绿色果园……实践充分证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只要我们创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

用好这笔财富，就能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

山银山，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胜困难挑战、实现宏伟目标的长久之策。

实践告诉我们，发展越是面临困难挑战，越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越要增强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越要在绿水青山中找出路、向生态环境要效益，决不能再

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决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产

业投资受到影响，但以绿色发展为依托的高新技术、新基建等领域投资热度依然

不减；线下消费、实体店受到冲击，但许多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借助电商、直播等

进行线上销售，成为网红商品；旅游业受挫，但城郊远足、森林旅游等亲近自然

的室外休闲方式受到青睐，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学好用好“两山论”，坚持在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断提升绿水青山“颜值”，开掘金山银山“价

值”，就一定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让全面小康成果更

实、成色更足、质量更高，让伟大祖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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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准备情况汇报

8 月 28 日，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第二轮第

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准备情况汇报，明确督察进驻有关要求，确保高质量

完成督察任务。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的一

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开展第二轮第

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督察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本次督察工作准备好、

组织好、推进好。要强化思想武装，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推进

督察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结合起来，坚决

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战略利器作用。要持续深入推进督察制度的探

索创新，及时总结梳理，将行之有效的、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固化为制度。认真

开展好首次部门督察试点，探索经验做法，总结凝练工作模式，为今后推进部门

督察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强调，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既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重大政治责

任。要做到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努力达到发现问题、提高认识、教育干部、

解决问题的效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紧盯住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落实情况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一抓到底、务求实效，扎扎实实推动问题得到解

决。要坚持聚焦重点，依据被督察对象不同特点开展针对性督察，提高督察的精

准性、有效性。要坚持依法依规，认真执行、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规定》及有关制度规范，确保督察工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要坚持统筹

协调，统筹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服务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坚决

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要求，督察组要严明政治规矩，旗帜鲜明讲政治，勇做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不懈奋斗者。要严守工作纪律，不干预被督察

对象的正常工作，不处理被督察对象的具体问题，不得提出与督察工作无关的要

求。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请销假制度。注重规范督察人员行为，

注意把握督察方式方法。要严格廉洁纪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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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精神，严格执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和各项廉洁要求，时刻

紧绷廉洁自律这根弦。要力戒形式主义，简化督察流程，优化督察程序，切实减

轻基层负担。

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部实现督察进驻

9 月 1 日下午，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浙江省开展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动员会在杭州召开。至此，第二轮第二批 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

在进驻动员会上，各督察组组长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亲自推动，身体力行，提出了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全党全国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遵循。今年以来，在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挂在心上，走到哪就讲到哪，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亲自倡导推动这一重大

改革举措。强调要保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这次督察将立足服务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的大局，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达到发现问题、提高认识、

教育干部、解决问题的目标。

7省（市）、集团公司、部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均作了动员讲话，

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统一思想，全力做好督

察配合工作。坚决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况介绍、资料提

供、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

沈跃跃：贯彻实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依法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和生态环境部 31 日在京举办固体废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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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防治法实施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出席会议并讲话。

沈跃跃指出，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

行。贯彻实施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公众健康、

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效实施，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要认真组织好法律的学习宣传，推动相关部门依法履职尽责，引导社会公众

学习法律、用好法律。要依法推动突出问题解决，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严格

危废处理管理，营造良好生活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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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7/t20200731_1235247.htm

l

7 月 31 日，发改委、住建部公布《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

施方案》，提出到 2023 年，县级及以上城市设施能力基本满足生活污水处理需

求。生活污水收集效能明显提升，城市市政雨污管网混错接改造更新取得显著成

效。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和资源化利用率进一步提高。缺水地区和水环境敏感

区域污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明显提升。

8月 3日，住建部公布《城镇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至 2020 年 9 月 2 日。主要修订内容包含：实施“分类管理”，抓“关键

少数”；推行告知承诺制，压缩许可办理时间，优化审批服务；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监督检查；强化排水户自律管理，完善社会监督制度。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立即开展全国危化品储存安全

专项检查整治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8/05/c_1126330133.htm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于 5日召开全国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

部署开展全国危化品储存安全专项检查整治。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是世界化工大国，涉及危化品的港口、码

头、仓库、堆场和危化品运输车、运输船等大量存在，安全风险不断增加。黎巴

嫩贝鲁特重大爆炸事件，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负责人强调，要以港口、码头、物流仓库、化工园区等为重点，立即开展全

国危化品储存安全专项检查整治。应急管理部门要督促有关生产、经营企业落实

储存环节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

混放混存，确保有关冷却喷淋、监测报警、消防系统等装置设施完好有效。交通

运输部门和各级海关要组织对所有涉及危化品的港口、库（堆）场、码头进行排

查，依法处罚安全条件不合格、超量储存、违规混存等行为，并责令限期整改到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7/t20200731_1235247.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7/t20200731_1235247.html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8/05/c_11263301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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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工信、公安和市场监管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查处非法生产、储存、

使用硝酸铵等民用爆炸物品行为，落实销售、购买许可审批和流向信息登记制度。

生态环境部门要深入开展危险废物安全排查，切实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各地区要

对所有硝酸铵等爆炸危险性物品的储存场所开展定量风险评估。要坚持从源头抓

起，严格落实危化品生产、储存项目的联合审批和从严把关要求，科学合理布局

危化品生产、储存企业。

生态环境部：严控重大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8/t20200814_79366

3.html

8 月 14 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公布《重大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削减

替代监督管理工作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南》），公开征求

意见至 2020 年 9 月 6 日。

其中，就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建设项目，《指南》明确，新建建设项目属于新

增污染物排放量建设项目。对于改扩建项目，现有工程采取或拟采取措施导致全

厂总排放量不增加或减少的，改扩建项目本身属于新增污染物排放量的建设项

目，现有工程的减排量优先用于本厂的削减替代。

国家能源局：加强电力行业危化品安全防范工作

http://zfxxgk.nea.gov.cn/2020-08/07/c_139287068.htm

近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公布《关于加强电力行业危化品储存等安全防范工

作的通知》，从开展危化品储存安全排查工作、保障危化品设备正常运行等方面

提出要求。

通知要求，各电力企业要把危化品储存使用安全作为当前电力安全生产重点

工作来抓，重点排查行业内液氨、氢气等罐区管网及其相关设备安全状况，对发

现的缺陷隐患建档立册，制定落实整治管控和抢险救援措施，实行“一企一策”

精准治理、闭环管理。同时，通知要求，各电力企业要健全危化品设备设施日常

运维等制度规程并严格执行。完善危化品事故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方案，定期组织

开展实战演练。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明确危化品使用管理人员职责，增强运检操

作和逃生避险能力。

四部门调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8/t20200814_79366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8/t20200814_793663.html
http://zfxxgk.nea.gov.cn/2020-08/07/c_1392870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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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js.mof.gov.cn/tongzhigonggao/202008/t20200820_3572030.htm

近日，财政部、发改委等 4部门公布《关于调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

助目录（光伏扶贫项目）的通知》。通知明确，此次更新调整的项目涉及《财政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

金补助目录（光伏扶贫项目）的通知》和《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光伏扶贫项目）的通

知》等两批目录。本次调整项目信息与上述两批目录不符的，以本次调整为准。

两部门部署开展黄河流域水行政执法专项监督

http://www.mwr.gov.cn/zw/tzgg/tzgs/202008/t20200826_1444888.html

8 月 26 日，水利部、司法部发布通知，公布了《黄河流域水行政执法专项

监督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其中，《方案》明确，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情况。主要包括水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等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是否做到水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信息依法及时主

动公开，是否做到水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和可回溯管理，是否制定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目录并做到法制审核全覆盖等情况。

生态环保部：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近日将全

面启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8/t20200827_79541

6.html

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近日将全面启动，将对北京、天津、浙

江 3个省（市），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家中央企业

开展督察进驻工作，并对国家能源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个部门开展督察试点。

在督察过程中，督察组将坚决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服务“六稳”“六

保”，强化精准督察、科学督察、依法督察，把握督察方向和重点。更加关注新

发展理念落实情况；更加关注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完成情况；更加聚焦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修复治理、环境风险防控等重点任务，推动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

复。

生态环境部修订印发《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

http://jjs.mof.gov.cn/tongzhigonggao/202008/t20200820_3572030.htm
http://www.mwr.gov.cn/zw/tzgg/tzgs/202008/t20200826_144488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8/t20200827_79541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8/t20200827_795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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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8/t20200827_79547

5.html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修订

后，《约谈办法》由 13 调整为 6 章 26 条。一是确立了约谈原则。二是梳理了约

谈情形。三是规范了约谈流程。四是明确了约谈整要求。《约谈办法》明确，约

谈时应当明确约谈整改方案的编制要求，提醒被约谈方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完成整

改方案编制并组织抓好落实。整改方案应当抄送生态环境部和所在地省级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部发现约谈整改方案敷衍应对、不严不实的，应当督促被约谈方限

期修改完善或组织重新编制。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地方立法全票通过

https://mp.weixin.qq.com/s/lnUBqr2tnG0512D3igQDww

近日，《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规定》获通过，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其中，规定明确，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

为正在发生的，经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有关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申请，人民法院

可以作出环境保护禁令，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

环境保护禁令作出后，行为人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损害不再继续扩大或者消除损害

风险的，可以申请解除禁令；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责令行为人提供担保。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8/t20200827_79547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8/t20200827_79547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lnUBqr2tnG0512D3igQD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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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刘土义、黄阿添、韦世榜等 17 人污染环境系列案（环境污

染刑事案件典型案例）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尾系广东省博罗县加得力油料有限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被

告人黄阿添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自 2016 年起，两被告人明知被告人刘土义没

有处置废油的资质，仍将 3192 吨废油交给刘土义处理。

被告人黄应顺系广东省佛山市泽田石油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

2016 年 11 月起，黄应顺为获取 600 元/车的装车费，擅自决定将存放在公司厂

区近 100 吨废油交给刘土义处理。

被告人关伟平、冯耀明系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鸿海润滑油经营部的合伙人。

2017 年 2 月，两被告人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弃物 29.63 吨交给刘土义处

置。

除上述企业提供的废油外，被告人刘土义还联系广东其他企业提供废油，然

后由被告人柯金水、韦苏文联系车辆将废油运送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

区、武宣县、象州县等地，被告人韦世榜负责找场地堆放、倾倒、填埋。被告人

梁全邦、韦武模应被告人韦世榜的要求，负责在武宣县境内寻找场地堆放废油并

组织人员卸车，从中获取卸车费。被告人韦文林、张东来等 5人应被告人韦世榜

的要求，负责在象州县境内寻找场地倾倒废油并收取酬劳。

此外，被告人柯金水、韦世榜在武宣县境内建造炼油厂，从广东省运来 30

吨废油提炼沥青，提炼失败后，两被告人将 13 吨废油就地丢弃，其余废油转移

至位于来宾市兴宾区的韦世榜炼油厂堆放，之后被告人柯金水又联系被告人刘土

义将废油运至韦世榜的炼油厂堆放。在该堆放点被查处后，被告人柯金水、韦世

榜决定将废油就地填埋。

经现场勘验及称量，本案中被告人在兴宾区、武宣县、象州县倾倒、填埋、

处置的废油共计 6651.48 吨，需要处置的污染废物共计 10702.95 吨，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3217.05 万元，后续修复费用 45 万元。

（二）诉讼过程

刘土义、黄阿添、韦世榜等 17 人污染环境系列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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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武宣县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土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

百万元；被告人黄阿添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八十万元；

被告人韦世榜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其余被告

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尾、黄阿添、柯金水、梁全邦提出上诉。2018 年 7 月 18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黄阿添、柯金水、

梁全邦的上诉。鉴于刘尾主动交纳四百万元给当地政府用于处置危险废物，二审

期间又主动缴纳罚金八十万元，交纳危险废物处置费二十万元，认罪态度好，确

有悔罪表现，认定刘尾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八十

万元。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当前，有的地方已经形成分工负责、利益均沾、相对固定的危险废物非法经

营产业链，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要高度重视此类

型案件的办理，坚持全链条、全环节、全流程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经营危

险废物的产业链进行刑事打击，查清犯罪网络，深挖犯罪源头，斩断利益链条，

不断挤压和铲除其滋生蔓延的空间。

本案中，被告人刘土义等 17 人形成了跨广东、广西两省区的非法排放、倾

倒、处置、经营危险废物产业链，有的被告人负责提供废油，有的被告人负责收

集运输废油，有的被告人负责寻找场所堆放、倾倒、填埋废油，废油数量大，持

续时间长，涉及地区广，严重污染当地环境。本案在深挖、查实并依法惩处危险

废物非法经营产业链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被告单位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被告人吴卫富等 8 人污染

环境案（2019 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一）基本案情

2017 年 12 月，被告单位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巨公司）将其

硫酸厂产生的污泥渣拌入矿渣去湿，产生混合固体废物。被告人潘毅刚，系晋巨

公司分管安全环保工作部副总经理，经环保部门约谈后，未采取整改措施。被告

人吴卫富，系该公司安全环保部主管，将上述固体废物交由无资质的被告人黄石

土等人处置。2018 年 1 月，被告人黄石土、刘开友将 2327.48 吨混合固体废物

运至浙江省江山市露天堆放。2018 年 2 月至 3 月，刘开友等人将相关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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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924.48 吨从浙江省衢州市运往福建省浦城县堆放、倾倒、填埋。后经应急

处置，挖掘清运受污染泥土混合物共计 4819.36 吨，上述行为造成应急处置、监

测、评估等各项费用损失共计 307 余万元。上述行为系 2018 年 3 月 9 日案发，

环保部门经调查取证后，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移送公安机关。

（二）诉讼过程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晋巨公司将固体废物交由无资质

人处置；被告人黄石土、刘开友将固体废物露天堆放，渗滤液铜和镉含量超出国

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刘开友等人跨省运输、处置

固体废物，导致公私财产损失 100 万元以上，后果特别严重,均已构成污染环境

罪。被告人吴卫富系晋巨公司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承担相应的刑事

责任。一审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晋巨公司罚金 55 万元；判处吴卫富等 8人有

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下不等，并处罚金；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判处潘毅刚有期

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跨省非法运输、倾倒固体废物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近年来，逃避本

地监管查处，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犯罪高发频发，甚至形成犯罪利益链条。本案的

审理，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的有效实践。人民法院在本案中，依法加

强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形成打击生态

环境违法犯罪的合力。同时，注重运用财产刑，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经济制裁

力度，提高跨界转移污染的违法成本。本案开庭审理时，邀请了省、市、县检察

院、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局等 40 余人旁听，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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