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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格拉斯哥开幕

当地时间 10 月 31 日，新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幕，按

计划将持续至 11 月 12 日闭幕，约 2.5 万人受邀参加。

本次大会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26 次

缔约方会议（COP26）等多个相关活动，将就《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

定》及《公约》附属机构下的国家自主贡献、市场机制、适应、资金、技术、透

明度、应对措施、能力建设、农业、航空航海减排等近百项议题开展谈判磋商，

重点围绕《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遗留问题、全球气候目标及雄心力度等气候治理

焦点问题展开对话。

COP26 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后的首次缔约方会议，各方普遍视其为

气候多边进程关键节点。主席国英国还将于 COP26 期间召开“世界领导人峰会”，

聚焦减排雄心、森林和土地利用、科技创新等主题，同时也将围绕自然、能源、

交通等主题举办多场边会活动。

本次大会原计划于 2020 年 11 月举行，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得

不延期一年举办。开幕式上，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大臣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正式接替智利环境部长卡罗琳娜·施密特（Carolina Schmidt）成为本

次大会主席。

大会召开前，中国先后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10 月 28 日，中国正式向《公约》秘书

处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和《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

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

中方认为，COP26 对于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发

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尊重多边规则的强有力政治信号。与会各方应严格落实《公

约》及其《巴黎协定》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和“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制度安排，在尊重不同国情的基础上各尽所能，共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

献。大会应坚持《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坚持公开透明、广

泛参与、缔约方驱动、协商一致等多边议事规则，立足各方共识最大公约数，推

动大会取得务实平衡的会议成果。



2法律资讯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

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

针，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

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 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持续下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下降 18%，地级及以

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 1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7.5%，地

表水Ⅰ—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85%，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 79%

左右，重污染天气、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固体

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到 2035 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针对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意见要求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打造绿色发展高地，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

目发展，推进清洁生产和能源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快

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针对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意见要求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着力

打好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加强大气面源和

噪声污染治理。

针对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意见要求持续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持

续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着力打好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巩固提升饮用

水安全保障水平，着力打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强化陆域海域污染协同治

理。

针对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意见要求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深

入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稳步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加强新污染物治理，强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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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意见要求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强化生态保护监管，确保核与辐射安全，严密防控环境风险。

针对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意见要求全面强化生态环境法治保障，

健全生态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生态环境资金投入机制，实施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

行动，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效能，建立完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构建服

务型科技创新体系。

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美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

11 月 10 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期间发布《中美关

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

双方赞赏迄今为止开展的工作，承诺继续共同努力，并与各方一道，加强《巴

黎协定》的实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各国国情的基础

上，采取强化的气候行动，有效应对气候危机。双方同意建立“21 世纪 20 年代

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推动两国气候变化合作和多边进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美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表示欢迎，古特雷

斯说，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国际合作和团结，中美宣言的达成是“迈向正确方

向的重要一步”。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额突破 10 亿元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启动上

线交易以来，总体运行平稳有序。随着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截止日期的临

近，重点排放单位交易意愿上涨，交易活跃度逐步上升。截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全国碳市场共运行 77 个交易日，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 2344.04 万吨，累计

成交额突破 10 亿元，达到 10.44 亿元。

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顺利闭幕

11 月 13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顺利闭幕。经各方谈判，大会就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等核心问题达成共识，开启了国际社会全面应对气候变化

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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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会议，聚焦全球

长期温控目标、资金、适应、《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透明度以及国家自

主贡献共同时间框架等议题。

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始终积极建设性地参与各项议题谈判磋商，加强与各

方对话交流和立场协调，并与美国联合发布《中美关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

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承诺继续共同努力，与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

定》的实施。坚定主张各方要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和“国家自主决定

贡献”制度安排，要求发达国家能够进一步兑现承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中国代表团表示，将一如既往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多边进程，通过南南合作、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将继续实施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坚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02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办。

2021 年全国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11 月 16 日，全国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总结“十三五”以

来生态环境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进展，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邱启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宣教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支撑，是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三五”以来，全国生态环境宣教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宣传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顶层设计不断优化，新闻宣传更有声势，生态文化更具影响，

公众参与更为广泛。例行新闻发布、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设施开放、新媒体建

设等制度和平台从无到有，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会议强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刚刚胜利闭幕，全国生态环境宣教队伍要深

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牢牢抓住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核心任

务，宣传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举措成效和生态环保铁军的精神风貌，为

建设美丽中国筑就坚实社会基础。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守正创新，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

动计划（2021-2025 年）》落实为重要抓手，强化队伍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持

续推进新闻宣传、社会宣传、新媒体宣传，广泛动员公众参与，传播生态价值理

念，唱响生态文明建设主旋律。

辽宁、山东、浙江、广西、重庆、青海等 6省区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同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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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发言。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在生态环境部机关设主会场，在各省、市、县生态环

境部门设分会场。

全国生态环境监管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11 月 30 日，全国生态环境监管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技术委

员会）成立大会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召开。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市场监管总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正部长级）秦宜智出席大会并讲话。

会前，黄润秋、秦宜智一行参观调研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可移动差分吸收

激光雷达实验室、国家大气监测网颗粒物称重中心、国家生态环境监测计量中心

校准实验室、标准物质核查实验室，详细了解生态环境监测计量工作。

在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黄润秋代表生态环境部对技术委员会的成立表示

祝贺，并对市场监管总局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

表示，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

落实《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要求，密切沟通，

务实合作，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抽查机制，推动解决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

监测垂改后相关资质管理实际问题，取得一系列计量标准标志性成果，生态环境

监测数据质量权威性和公信力显著提升，为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

提供了有力保障。希望双方深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合作，推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

计量技术实现新进步、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管理取得新成效，为建设美丽中国、质

量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黄润秋强调，要大力推进技术委员会建设，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与计量科学应

用基础研究，开展技术规范制修订和计量比对等工作，有力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要推进重点领域急需的在线、现场监测仪器计量技术规范的制修订等

重点任务，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领域量值“源头”的准确性。要建立咨询工

作机制，定期提出相关领域发展趋势报告和措施建议，支撑生态环境监管决策。

要发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作为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协调推动作用，保障技术委员

会高效运转。

秦宜智向技术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计量是环境监测的“眼睛”

和“标尺”，对生态环境监管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市场监管

总局始终把生态环境计量作为优先发展领域，持续加强生态环境计量工作。成立

技术委员会，是市场监管总局和生态环境部深化战略合作的又一项新成果，体现

了双方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携手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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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新行动、新作为，为计量与环境监测工作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搭建了新的平

台、开拓了新的前景。

秦宜智强调，技术委员会要发挥平台功能，动态跟踪环境监测技术和监测工

作的发展需求，以需求为引领，汇聚力量、协调行动，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监测

所需的标准装置、标准物质和溯源技术研究。要发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在各自领域中的技术引领作用，发挥技术委员会多学科融合的优

势，推动“产、学、研、用”密切结合，技术端、生产端、应用端、监管端有机

融合，加强计量技术规范体系建设的计划性、系统性，促进环境监测数据量值溯

源的有效性、科学性，推进“水、土、气”各领域监测数据质量全面提升，为早

日实现“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叶民主

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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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首入法 “生态账”应该如何审

http://www.news.cn/fortune/2021-11/01/c_1128019769.htm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审计法的决定，其中，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法律地位首次得以明确。新修改的审计法不仅让自然

资源资产审计上升到法律层面，也让“生态账”这个新名词越发耳熟能详。

目前，我国资源环境审计主要包括三大块内容，除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还有生态环保资金审计和生态文明重大政策措施专项审计。

应急管理部印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11/t20211101_401284.shtml

近日，应急管理部发布《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办法》明

确，本办法适用于全国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

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企业。

《办法》提出，企业应当按照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要求，

加强标准化建设，可以依据本办法自愿申请标准化定级。《办法》还提出，标准

化定级工作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两办印发《意见》：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12/content_5636905.htm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改革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

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

护的积极性。

《意见》还提出，要研究发展基于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各类资源环境

权益的融资工具，建立绿色股票指数，发展碳排放权期货交易。扩大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试点范围，把生态保护补偿融资机制与模式创新作为重要试点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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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印发《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11/t20211102_958837.html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促进

重点行业企业绿色转型，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

《名录（2021 年版）》包含“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和环境保护

重点设备名录，其中有 932 项“双高”产品，159 项产品除外工艺，79 项环境保

护重点设备。932 项“双高”产品中，具有“高污染”特性产品 326 项，具有“高

环境风险”特性产品 223 项，具有“高污染”和“高环境风险”双重特性产品

383 项。

中共中央、国务院：大力发展绿色信贷 加快发展气候投融

资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07/content_5649656.htm

新华社 11 月 7 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意见》指出，到 2025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下降 18%，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

浓度下降 10%。

《意见》还提出，要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

完善绿色电价政策。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加快发展气候投

融资，在环境高风险领域依法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绿

色金融业绩评价。

生态环境部就《排污许可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征意见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11/t20211105_959338.html

为提高排污许可证质量，强化排污许可证执行，加快推进构建以排污许可制

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11 月 4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排污许可

提质增效行动计划（2022-2024 年）》（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

《计划》主要包括六部分，其中，第二至五部分分别从夯实排污许可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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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全覆盖成果、强化部门间联动、做好支撑保障四个方面提出排污许可提质增

效的 12 项重点工作，第六部分是附表，详细列明了 40 项具体工作措施，并明确

完成时限和责任部门。

国办：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10/content_5650075.htm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

见》。《意见》从总体要求、参与机制、重点领域、支持政策、保障机制五个方

面明确了相关要求。

在金融扶持方面，《意见》提出，推动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

色保险等加大对生态保护修复的投资力度。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

券，用于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支持技术领先、综合服务能力强的骨干企业上市融

资。允许具备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盘活资源资产。

生态环境部：深化生态环境领域依法行政 持续强化依法治

污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11/t20211115_960249.html

为全面推进生态环境领域依法行政，深入推进依法治污，近日，生态环境部

发布《关于深化生态环境领域依法行政 持续强化依法治污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进生态文明领域立法，推动黄河保护法、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制修订，启动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修订相关工作，

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应对气候变化、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等立法研究；配

合做好相关部门牵头起草的危险化学品、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地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制修订，推动生态保护红线有关立法。

生态环境部拟规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工作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11/t20211111_959992.html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指南》正文部分包括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前期准备工作、台账记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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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四部分内容。其中，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对固体废物的基本特性、负责人及相关

设施、委托利用处置单位提出了要求。前期准备工作主要目的是明确产废单位的

涉废管理分工，规范产废单位的涉废管理制度，以便产废单位更好地完成一般工

业固废管理台账编制工作。

五部门：限制能效低于基准水平且未能按期改造的项目用能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1/t20211115_1304012.html?code=&state=123

11 月 15 日，发改委、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

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的通知》。《通知》明确，坚决

遏制高耗能项目不合理用能，对于能效低于本行业基准水平且未能按期改造升级

的项目，限制用能。

《通知》提出，对需开展技术改造的项目，各地要明确改造升级和淘汰时限

（一般不超过 3年）以及年度改造淘汰计划，在规定时限内将能效改造升级到基

准水平以上，力争达到能效标杆水平。

生态环境部就《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

等征意见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11/t20211119_960901.html

为进一步规范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入河排

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下称“排污口分类”）、《入河排污口

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等 4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至 2021 年 12 月 18 日。

《排污口分类》明确，工业排污口指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

理厂污水及厂区雨水直接排入环境水体的口门。工业排污口包括工矿企业排污

口、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工矿企业雨洪排口、工业及其他各

类园区污水处理厂雨洪排口。

生态环境部发布：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指导

意见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11/t20211125_961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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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

意见（试行）》。《意见》指出，到 2025 年，“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技术体系、政策管理体系较为完善，数据共享与应用系统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意见》还提出，加快推进“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两高”行业

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重大项目选址中的应用，将“两高”行业落实区域空间布

局、污染物排放、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管控要求的情况，作为“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年度跟踪评估的重点。

国家能源局就《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http://www.nea.gov.cn/2021-11/26/c_1310334796.htm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1 年 12 月 25 日。

《管理办法》明确，光伏电站年度开发建设方案可视国家要求，分为保障性

并网规模和市场化并网规模。《管理办法》还提出，保障性并网项目鼓励由省级

能源主管部门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优选确定，并由电网企业保障并网。市场化并

网项目按照国家和各省（区、市）有关规定执行，电网企业配合省级能源主管部

门对通过自建、合建共享或购买服务等市场化方式落实并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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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生态环境部通报优化执法方式第五批典型案例并对相关办

案单位提出表扬

生态环境部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发布实施《关于优化生

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严

格执法责任、优化执法方式、完善执法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全面提高生态环境

执法效能。福建、湖北、陕西、浙江、天津、山东等地生态环境部门以《指导意

见》为指引，推行非现场监管方式，建立健全专案查办、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对

案情重大、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严格执法，特予表扬。

本期节选前 3起优化执法方式典型案例：

（一）福建福州查处未按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

2021 年 5 月 8 日，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收到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

反映的问题线索，园区顺宝河段有一排放口正在排放黑色水体。福清生态环境局

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通过现场勘察及调阅监控发现，该排放口为福州市

宏业化工有限公司雨水排放口，排放的黑色水体为该公司初期雨水，排放时长约

8分钟。按照该公司排污许可证要求，初期雨水应回用于生产，由于当日下雨期

间该公司初期雨水池蓄满后未及时关闭，初期雨水池与雨水排放管网始终处于连

通状态，导致初期雨水最终溢流进入雨水总排口外排。

【查处情况】

福州市宏业化工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的规定。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对该公司处以 10 万元罚款。

【启示意义】

深入贯彻落实排污许可制度，围绕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

管体系，以深入开展排污许可专项执法行动为抓手，指导督促企业强化排污许可

管理，对未按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使“持证排污，按证

排污”落到实处。

（二）湖北宜昌查处非法转移危险废物案



13法律资讯

13

【案情简介】

2021 年 4 月 26 日，根据鄂州市生态环境局移交线索，宜昌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支队对宜昌中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兴公司）非法将危险废物提

供给无经营许可证的湖北省鄂州市经营者华某从事利用活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现场调查核实。经查，2021 年 4 月 1 日至 13 日，该公司分 29 批次从江苏省

镇江市江南化工有限公司接收有机硅浆渣 895.66 吨，暂存在厂区附近工业园一

仓库内，该仓库未按照要求采取防护措施且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识。4 月 10

日和 11 日，中兴公司未按照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擅自分 2批次将接收

的722桶154吨有机硅浆渣交由无危废经营许可证的湖北省鄂州市经营者华某处

置。4 月 17 日，鄂州市生态环境局对华某的生产场所实施查封，并将线索移交

给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宜昌市生态环境局责令中兴公司将 154 吨有机硅浆渣全部

转运回宜昌市，交由具有相应危废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规范处置。同时宜昌市

生态环境局启动应急处置，规范处置未转移的 741.66 吨有机硅浆渣。

【查处情况】

中兴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七十七条、第八十条第三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宜昌市生

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

定，对该公司处以 549.06 万元罚款。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启示意义】

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防治法》（2020 年修订）的规定重拳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了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刚性权威，有力震慑跨区域非法转移危险废物的违法行为，

及时督促企业整改，避免发生二次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三）陕西宝鸡查处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

2021 年 6 月 15-16 日，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眉县西沙河入渭河断

面检查时，发现该断面水质感官异常。执法人员随即对西沙河沿岸涉水企业开展

排查，发现宝鸡陕丰淀粉有限公司污水站未进行除磷剂添加作业，2组膜生物反

应器故障未运行，致使污水站出水 COD、氨氮、总磷和总氮排放浓度分别超标 0.16

倍、1.09 倍、17.3 倍和 7.67 倍。同时，发现该公司在河道内私设一暗管排水口，

经进一步溯源，确认该公司在地下埋设有长约 50 米的水泥暗管，部分生产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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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暗管偷排至西沙河。此外，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还存在水污染物

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污水站出水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氮指标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频次进行自行监测等环境违法行为。

【查处情况】

宝鸡陕丰淀粉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九条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宝鸡市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对该公司通过私设暗管和不正常运行

水污染防治设施的逃避监管方式超标排放水污染物行为处以 80 万元罚款；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对未按规定对所排放水

污染物进行自行监测的行为处以 10 万元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对未保证水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行为处以 5

万元罚款；依据《陕西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对

该公司的 3种环境违法行为共计罚款 95 万元，并责令其立即停产整治，将该公

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启示意义】

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坚持严的主基调，方向不变、力度不减，采取罚款、移送

公安行政拘留等综合手段，依法严厉查处偷排偷放、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

恶意违法行为，持续保持生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坚决制止和惩处恶意违法犯罪

行为，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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