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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2021）在深圳举行

12 月 16 日，以“绿色复苏与低碳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一带一路”绿色创

新大会（2021）在深圳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生态环境部副部长、“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简称绿色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赵英民，深圳市副

市长张华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指出，八年来，中国携手沿线国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绿色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底色，为共建国家带

来可持续发展新机遇。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为动

力，聚焦提供绿色解决方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绿色复苏，建设更

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深化“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合作，加快落实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会议由生态环境部、深圳市人民政府指导，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简称深圳

中心）承办。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索尔海姆、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

长贝德凯等绿色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以色列环境保护部司长科恩、克莱恩

斯欧洲环保协会首席执行官桑顿等绿色联盟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贺

克斌，以及绿色联盟合作伙伴代表近 200 人参加活动。会上发布了绿色联盟《“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展望》中期报告（摘要），以及《“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

据报告（2021）》《“一带一路”环境政策法规标准蓝皮书》等报告。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深圳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原则审议通过深圳中

心《“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 年）》。

2021 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大会在京举行

以“生态文明：创新实践与国际传播”为主题的“2021 中国公共关系发展

大会”12 月 18 日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邱启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郭卫民出席并致辞，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视频致辞。

生态环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领域公共关系发

展，通过实施例行新闻发布制度、搭建生态环境系统新媒体矩阵、推动环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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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开放、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发展等工作，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传播，保障

公众环境知情权，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撑。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

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生态环境部将继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参与社会环

境治理、讲好中国生态环保故事，通过生态环境领域公共关系的桥梁纽带，凝聚

社会共识、汇聚全民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大格局，推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早日实现。

会议发布了《共建美丽中国 共护人类家园——公共关系助力践行生态文明

倡议书》。

生态环境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高校、科研院所、媒体机构、企事业单位代

表，论坛主办单位负责同志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

生态环境部召开全国生态环境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

12 月 20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全国生态环境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传

达学习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以及有关通知要求，安排部署元

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作。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12 月 7 日，全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部署。

全国生态环境系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把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有关任务要求落到

实处。

会议要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应

急预案（试行）》要求，密切关注两节期间疫情发展变化情况，强化应急值守和

信息报告。出现疫情地区特别是中高风险地区要根据疫情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

应，切实做到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和服务 100%全覆盖，医疗废物、医疗污

水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 100%全落实。

会议强调，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统筹谋划提升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能

力，做好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理处置能力保障。特别是口岸城市等重点地区，

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

会议采取生态环境电子政务专网移动视频方式召开。生态环境部相关司局，

各省级、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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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进入下沉工作阶

段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二轮第五批 4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至 5日陆续进驻黑龙江、贵州、陕西、宁夏四个省（区）开展督察。

截至目前，各督察组全面进入下沉工作阶段。

在下沉工作阶段，各督察组根据前一阶段督察掌握的情况和聚焦的问题线

索，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现场，采取暗查暗访和蹲点调查等方式开展工作，

督察地市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各督察组查实了一批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了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

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目前已公开曝光 4个典型案例。

各督察组统筹做好经济平稳运行、民生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生态环境保

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督察与党史学习教育有机融合，把紧盯群众举报问题

整改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实践，继续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

境问题，及时转办督办，加强抽查核实，开展实地回访并面对面听取人民群众意

见。督促被督察对象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以解决具体生态环境问题来回

应社会关切，以整改实际成效来取信于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有关省（区）高度重视督察配合和督察整改工作，积极推进边督边改、立行

立改。主要领导同志通过提出明确要求、现场调研督办、召开专题会议推进等方

式，大力推动督察配合和整改工作。经过督察双方共同努力，一批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

截至 12 月 18 日晚 20:00，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 5963 件，

受理有效举报 4424 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对象转办 3844 件；

被督察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766 件，其中立案处罚 148 家；立案侦查 16 件，

拘留 7人；约谈党政领导干部 135 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89 人。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赴基层组织联系点调研

12 月 23 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赴基层组织联系点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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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黄河局）调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巩固深

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党政领导干部建立基层联系点有关要

求，详细了解基层干部学习、工作和队伍建设情况。

黄润秋走访黄河局执法应急、监督管理等处室，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在流域

监测中心实验室详细询问监测技术应用和实验室建设情况，与工作一线的同志们

亲切交流，对辛勤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表示亲切慰问，给大家加油鼓劲。

黄润秋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将其作为重要国家战略进行谋划部署。黄河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重大战略部署，切实履行流域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紧紧围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核查，持续推进重点河湖、重要支流

和跨界河流生态环境监管，为部中心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黄润秋强调，黄河局作为黄河生态环境的守护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国之大者”，准

确把握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工作方向，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治理，协同推动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各项工作。要全方位

贯彻“四水四定”原则，发挥好黄河局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机构的专业优势，推动

相关省份走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

展之路。

黄润秋强调，加强黄河局基层组织建设，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做好工作谋划，切实担负起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政治责任。要按照生态环境

部党组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建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

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提高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全力打造生

态环境保护铁军，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队伍。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结束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结束。全

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年覆盖温室气

体排放量约 45 亿吨二氧化碳。

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启动上线交易以来，全国碳市场累计运行 114 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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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1.79 亿吨，累计成交额 76.61 亿元。按履约量计，

履约完成率为 99.5%。12 月 31 日收盘价 54.22 元/吨，较 7 月 16 日首日开盘价

上涨 13%，市场运行健康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

快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初步显现。

全国碳市场成交量及成交价格情况

（2021 年 7 月 16 日-12 月 31 日）

生态环境部等 7 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具体安排。

据介绍，“十三五”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推进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总体来看，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与美丽中国目标要求还有不小差距，需要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规划》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对“十四五”时期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进行了

统筹谋划。

据悉，《规划》从 4个方面提出了 20 项具体任务。一是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包括加强耕地污染源头控制、防范工矿企业新增土壤污染、深入实施耕地分类管

理、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有序推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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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试点示范等。二是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包括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

管理体系、加强污染源头预防、风险管控与修复、强化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

等。三是深化农业农村环境治理，包括加强种植业污染防治、着力推进养殖业污

染防治、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整治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等。四是提升生态环境

监管能力，包括完善标准体系、健全监测网络、加强生态环境执法、强化科技支

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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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

四部门：推动数据中心和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

展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112/t20211208_1307105.html?code=&state=123

近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要求 推动数据中心和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方

案》指出，到 2025 年，数据中心和 5G 基本形成绿色集约的一体化运行格局。

《方案》提出，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不高于 1.3，逐步

对电能利用效率超过 1.5 的数据中心进行节能降碳改造。对于区域内数据中心

整体上架率（建成投用 1 年以上）低于 50%的，不支持规划新的数据中心集群，

不支持新建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项目。

三部门组织开展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2/t20211208_1307084.html?code=&state=123

12 月 6 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邮政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

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的通知》。

《通知》明确，试点以寄递企业为主体，发挥寄递企业在可循环快递包装规

模化应用过程中的关键纽带作用，联合上下游相关方共同开展试点。《通知》还

明确，此次试点范围以企业到个人消费者以及个人消费者之间的邮件快件规模化

应用可循环包装为主，优先选择品类适宜且业务量较大的快递路线或城市（区域）

开展。

生态环境部就《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技术指南（试行）》

征求意见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12/t20211208_963505.html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技术指南（试行）（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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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布的《指南》聚焦尾矿库日常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及环境应急准备，

不涉及环境应急处理处置的措施。《指南》适用对象为除贮存放射性尾矿以外的

尾矿库。赤泥库、锰渣库、磷石膏库等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可以参考执行。

生态环境部拟规范尾矿库环境监管分级分类筛选技术规程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gtfw/202112/t20211210_963785.shtml

为强化尾矿库分级分类环境监管，12 月 1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尾矿库

环境监管分级分类筛选技术规程（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

《规程》提出，根据尾矿库周边环境敏感目标情况，从环境管理角度将尾矿

库分为高敏感、中敏感、低敏感三个程度。其中，高敏感是指尾矿库库址位于长

江和黄河干流岸线 3 公里、重要支流岸线 1公里范围内；跨境河流 10 公里范围

内；365 个水质较好湖泊与市、县级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上游 10 公里区

域内。

18 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方案》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12/t20211215_964275.html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改委等 18 部门联合发布了《“十四五”时期“无废

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明确，要推动 100 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无废

城市”建设。

《方案》明确，要加快工业绿色低碳发展，降低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压力。《方

案》还提出，要支持金属冶炼、造纸、汽车制造等龙头企业与再生资源回收加工

企业合作，建设一体化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等绿色分拣加工配送中心和废

旧动力电池回收中心。

生态环境部发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流域综合规

划》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12/t20211215_964248.html

为规范和指导流域综合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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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流域综合规划》。

在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面，《规划》明确，要根据规划期内新建的控制性

工程以及已建、在建工程的不同调度运行工况、阶段，从规划规模、布局、建设

时序等方面，开展多种情景（或运行工况）规划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五部门联合发文 推动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112/t20211216_1308192.html?code=&state=123

近日，发改委、水利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到 2025 年，黄河流域万元 GDP 用

水量控制在 47 立方米以下，比 2020 年下降 16%。

《通知》提出，要严格用水过程管理。工业、生活和服务业取用地表水年许

可水量 50 万立方米以上、取用地下水年许可水量 5万立方米以上的取水单位或

个人，调水工程及大中型灌区渠首取水口，应当安装取用水在线监测计量设施，

并将监测计算结果实时传输到取水主管部门。

立法拟对广场舞扰民作出规定

http://www.news.cn/legal/2021-12/17/c_1128173364.htm

在 12 月 17 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立法规划室主任岳仲明表示，对近年来群众反映较多

的广场舞噪声扰民、机动车轰鸣“炸街”扰民等问题，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二次

审议稿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

其中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

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

生态环境部：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应依规披露环境信息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112/t20211221_964837.html

为了规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活动，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企业环境

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该办法自 2022 年 2 月 8 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下列五类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披露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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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排污单位；

（二）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

（三）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

（四）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的企业；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

生态环境部就《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12/t20211223_965032.html

为规范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12 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

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2

年 1 月 3 日。

《办法》拟提出，生态环境部门根据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严格生态保护红线空间使用监督，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内人为活动有限准入

监督正面清单。各省（区、市）制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监管办法应

报生态环境部备案。

九部门发文 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12/t20211224_965174.html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近日，

生态环境部、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要有序发展碳金融。指导试点地方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

研究和推动碳金融产品的开发与对接，进一步激发碳市场交易活力。鼓励试点地

方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稳妥有序探索开展包括碳基金、碳资

产质押贷款、碳保险等碳金融服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推动碳金融体系创新发

展。

《湿地保护法》明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7093999aa28241b38ddffa53161269a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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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该法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湿地保护法》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利用活

动进行分类指导，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符合湿地保护要求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

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活动，适度控制种植养殖等湿地利用规模。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鼓励有关单位优先安排当地居民参与湿地管护。

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新规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38861.html

12 月 27 日，最高法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

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

法人组织，以及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国家

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



12法律资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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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节选后 3起优化执法方式典型案例：

（四）浙江温州利用无人机查处非法洗砂点偷排废水废渣案

【案情简介】

2021 年 8 月 7 日，温州市生态环境局苍南分局接到群众反映有人在苍南县

藻溪镇平水村洗砂，外排泥浆毁坏了林地的问题后，迅速派执法人员赴现场调查。

发现洗砂加工点周围多为林地，为核实洗砂废水废渣是否对林地造成污染，执法

人员随即操作无人机对洗砂点的周边环境、废水废渣排放情况进行拍照、录像取

证，固定证据。经查明，该洗砂加工点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和“三同时”手续，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通过围墙底部的孔洞排至厂界外的林地。在现场

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外排废水进行采样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pH 值为 10.49（标准 6-9）、悬浮物超标 14.42 倍。

【查处情况】

洗砂加工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规定，

对该加工点涉案设施进行查封，并处以 47 万元罚款，同时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处理。由于洗砂点泥浆外排导致林地生态环境破坏，温州市生态环境局已启动

生态损害赔偿工作。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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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科技手段应用，推进现代化技术辅助生态环境执法，并根据工作实际需

要，选择适宜的非现场监管方式，通过无人机拍照、录像取证，迅速掌握现场情

况并固定证据，实现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

（五）天津查处篡改、伪造监测报告案

【案情简介】

2021 年 7 月，在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检查行动中，天津市

滨海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新区支队）通过梳理分析问

题线索发现，天津国佳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涉嫌存在人工监测过程中篡改、伪造、

销毁原始记录的环境违法行为。根据天津市生态环境专案查办制度，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新区支队，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对该公司开展现场检

查。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同一采样员在同一时间段出现

在相距 30 公里的两家企业开展采样检测；二是检测报告中检测的采样体积、标

况体积、计前压力、跟踪系数以及过剩系数等原始记录被人为修改；三是违规替

换数据设备，对数据查询报表中的原始记录进行修改。经对该公司员工进一步调

查询问，员工承认为了缩短采样时间，参与更多检测工作获取酬劳，篡改了上述

相关信息。

【查处情况】

天津国佳检验检测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依据《天津市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以及《天津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

对该公司处以 20 万元罚款，同时将相关问题线索移送区市场监管部门。

【启示意义】

建立完善专案查办制度，明确查办要求，细化查办流程，按专业领域成立专

案人才库，对符合专案查办条件的案件及时启动专案查办程序，配备精干执法力

量从严从快查处影响恶劣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确保重点案件查办质量，提升执

法效能。

（六）山东青岛查处擅自倾倒、堆放工业固体废物案

【案情简介】

2021 年 7 月 2 日，青岛胶州市“食药环侦智慧平台”接到青岛金厦建材有

限公司擅自倾倒、堆放污泥并侵占耕地的信访举报信息，平台自动将信息同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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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公安等部门。根据联勤联动机制规定，生

态环境部门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对被举报的企业进行现场检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胶州分局负责调查该企业擅自倾倒、堆放污泥情况，胶州市自然资源局和综合执

法局负责核查该企业非法占用土地情况。经查，该企业在无相关污泥处置资质的

情况下非法接收和利用污泥制砖，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堆存

污泥，并在厂区内将无法利用的污泥倾倒、掩埋。经勘察，现场共挖出污泥

41690.48 吨，该企业违法所得共计 710 余万元。经委托鉴定，现场污泥属于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

【查处情况】

青岛金厦建材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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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青岛市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的规定，参照《山

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 22.5 万

元罚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因该企业违法所得超过三十万元，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青岛市生态环境局根据《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规

定，将该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目前，公安部门已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侦破

中。

【启示意义】

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等部门建立健全部门协调联动执法机制，完善环境问题

线索通报和信息共享机制，对其他部门发现并移送的生态环境违法线索积极依法

查处。创建联勤联动工作模式，形成环保推动、部门协作、群众参与的打击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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