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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简称“重庆两江”）成立于 2010 年 2 月，2011

年 8 月在重庆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是一家致力于工业污染防治的非营利性环保

组织。重庆两江通过对高环境污染风险企业、产业的调查及推动，减少企业环

境违法问题，削减工业企业对水、大气、土壤的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保障公众环境健康。

使命：推动公众参与、削减环境污染

愿景：人人享有环境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权利

本期导读

哈喽~时隔半年报、年报的间隔，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的月报又回来

了~~~

从 2014 年开始环境影响力调查，污染调查专家老白的脚印遍布全国最脏最

臭的污染之地，10 月份他又去了哪？看了什么震撼人心之景？

2016 年 8 月，重庆两江登记注册满五年，取得公益诉讼资格了！10 月公益

诉讼组的同事们继续开展针对各地的回访调查，筛选企业，筹备公益诉讼。

2016 年，重庆两江迎来原财新网的记者小玉儿加盟，成立了专题调查小

组。这个高能小组已经连续开展两次专题调查，10 月份他们开启了嘉陵江的

“溯源之旅”......

以上内容绝对精彩！精彩！快快翻开久违了的月报，一探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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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调查

项目简介：运用桌面调查、实地调查、文献分析、取样检测等方式，筛选重点

地区的工业污染企业进行持续性的跟进调查。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向环保部门

投诉、环境司法推动等手段督促污染企业进行污染治理，以达到削减污染的目

标。

项目进展：重庆两江 10 月综合调查共涉及省份 3 个，分别是重庆、四川、云

南。调查企业及相关污染问题 98 个。向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云南省环境保护

厅举报污染问题共计 44 个。收到过往举报污染问题省厅级环保部门回复 2

份，分别是安徽省环境保护厅、宁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云南、四川地区综合调查

重庆两江联合云南法律诊所（当地环保 NGO）工作人员在云南地区展开了

综合调查，主要调查城市为曲靖、红河、昆明、大理。

调查中发现曲靖市调查的企业废气超标情况比较严重，以越州镇为代表，主

要为曲靖市盛凯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曲靖市石林瓷业燃化有限公司、云南曲靖

麒麟煤化工有限公司、云南师宗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沙甸地区的小铅锌

矿集中区废气和废水排放较原始，管理粗放；个旧市老场镇地区存在用公路旁

明渠排放工业废水的环境隐患问题。

（盛凯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烟囱直排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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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老场镇：路边的明渠排放的疑似工业废水和最终排入的尾矿库)

在四川攀枝花地区：调查重点为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发现该企业大气

污染问题非常严重，排放量大且持续时间长。

（23 日下午，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情况）

（24 日早，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及周边的大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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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已对部分废水污染严重企业取样送检，随后将整理相关举报材料寄

送环保部、省环保厅、环保督查中心三级环保部门，协助当地环保组织跟进企

业整改。

重庆地区调查

10 月，重庆两江对长寿-川染片区小石溪桥北侧 100 米处进行了第五次回

访。

2016 年 4 月 27 日，重庆两江在调查中发现此点位有强酸废水排入自然水

体，且伴有刺激性味道。期间四次举报长寿区环境保护局，并与相关主管领导

进行过两次面对面交流。涉事企业长寿区龙瑞化工有限公司先被停产整顿、后

因停产整顿未解决污染问题被延长停产一个月。

8 月 24 日两江环保中心收到的检测报告显示该股废水中苯胺含量

75mg/L，后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企业的环评报告得知企业还有一条精苯生

产线。10 月 9 日调查显示：该股废水的 PH 值已属正常范围，苯胺含量减少，

但依然有 3.26mg/L，比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依然属超标范围。

目前该问题在持续跟进中。

（扫描二维码，阅读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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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调查跟进

10 月，重庆两江收到过往举报污染问题省厅级环保部门回复 2 份，分别是

安徽省环境保护厅、宁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重庆两江于 2014 年开始展开对安徽污染企业开展综合调查，基于过往的污

染调查曾于 2014 年和 2015 年两次向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举报污染问题，其均

未回复污染问题的具体查处情况。2016 年 3 月对安徽铜陵、马鞍山、安庆、

芜湖等地的企业进行了污染调查，举报了 26 个污染问题。6 月，两江环保中心

收到安徽省环境保护厅的回复，依然未提及具体查处情况。据此，8 月，两江

环保中心向安徽省环境保护厅申请公开本次举报的 26 个问题的具体查处情

况。

经多次沟通，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于 10 月 18 日在其官网公布了该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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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调查

项目简介：针对前期污染调查举报企业整改后的情况进行回访调查，对回访中

发现的污染严重企业或者其他典型污染企业，通过再次持续举报、提起公益诉

讼的方式以增加企业违法排污成本等方式， 以推动环保法律的实施、环境污染

企业整改。

项目进展： 2016 年 10 月 20 日至 29 日，重庆两江在湖南、广东两地企业开

展回访及诉讼调查，调查企业主要涉及生态环境破坏、土壤污染、废气污染。

因官方网站公开信息较少，重庆两江已向相关环保部门递交信息公开申请，以

全面了解涉污企业监

管信息、处罚记录等

信息。重庆两江公益

诉讼组同事将跟进收

集、申请的信息确定

公益诉讼企业。

（广州某企业烟囱直排黄色废气）

（回访企业：湖南创元铝废料填满堆场已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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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速递：

2016 年 10 月 10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国网能源哈密煤电有限公司关于破坏生态责任纠纷一案。此案由重庆两江与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作为共同原告提起，我中心法务人员到庭

并就被告的违法事实出示了证据，陈述了相关意见。

被告国网能源哈密煤电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办理法定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于

2013 年 9 月在新疆哈密市南湖乡违法开工建设大南湖二号露天煤矿项目。该

未批先建项目的开工，使开采境界内的地表结皮、砾幕层全部遭到破坏，加剧

了土壤侵蚀和沙化，使煤层及以上水层结构遭到破坏；同时该开采区未配套建

设选煤厂，露天开采对周边地区的大气也造成污染。基于此，我们要求被告停

止侵权、消除对南湖乡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风险的危险情形、修复

生态环境使其恢复到建设之前的状态、赔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失、向公众

赔礼道歉并承担原告为本次诉讼支出的必要费用。

该案尚未宣判，后续事宜还将持续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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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调查

项目简介：针对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实地考察、访谈相关群众、专家和决策部

门人员等方式，结合当前产业政策以探究环境污染的内因和症结，从产业、经

济、政策等角度寻求环境污染的根本解决方案。

项目进展：2016 年 10 月，专题调查组对嘉陵江上游主要工业污染源进行了走

访调查，探究影响嘉陵江上游水质的主要因素，调查对象主要为陇南、宝鸡一

带的铅锌矿尾矿库，以及陇星锑业尾矿库泄露事件和早年徽县、凤县的血铅事

件回访。

铅锌矿尾矿库调查现状

秦岭山区是我国南北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嘉陵江源头和上游所在区域。

秦岭得天独厚的成矿地质条件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陕西凤县是全国四

大铅锌矿基地之一；甘肃陇南西成铅锌矿带，铅锌金属储量达 1200 万吨，储

量居全国第二，属超大型铅锌矿带。

在凤县和陇南市 2016 年的国控重金属名单中，绝大部分都为铅锌矿企业。

凤县和陇南市一带的铅锌矿尾矿库非常集中，往往在一条峡谷之中每隔几公

里就有一座或大或小的尾矿库，有的甚至隔岭相邻，而且基本都分布在嘉陵江

各级支流流经的峡谷两侧的山凹之中，一旦发生泄漏或溃坝，后果不堪设想。

（位于成县小岭一带的铅锌矿尾矿库）



9

此次调查走访了甘肃陇南市及陕西凤县 2016 国控重金属名单中 45 家铅锌

矿企业中的 40 家，尾矿库 45 座，还有其它不在名单之列的尾矿库 6 座。由于

2015 年末的陇星锑业山

青沟尾矿库泄漏事件影响

重大，各地都加强了对各

类矿山尾矿库的治理和管

理，调查现场发现大多数

铅锌矿尾矿库较为规范，

设有标识标牌、拦排洪

渠、废水处理等设施，而

且做到了尾矿废水循环利

用。

（甘肃洛坝有色集团大安子沟尾矿库标示标牌）

（甘肃徽县清河矿业树木沟尾矿库废水处理池）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个别尾矿库仍存在建设不规范的情况。根据

《尾矿设施设计规范》，尾矿坝坝顶高度必须比实际排放在库内的尾矿堆积面

高出一到两米，然而我们在凤县天岳铅锌矿尾矿库看到，库内的尾矿堆积面距

坝顶不到一米，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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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天岳铅锌矿尾矿库，库内的尾矿堆积面距坝顶不到一米）

在此次实地调查之后，专题小组将尾矿库调查治理管理现状调查报告反馈相

关部门 ，希望相关部门加强对尾矿库的治理和管理，避免陇星锑业崖湾山青沟

尾矿库泄露事件再次上演。

案件回顾：陇星锑业崖湾山青沟尾矿库泄露事件

2015 年 11 月 23 日，陇星锑业尾矿库溢流井周围尾矿浆流入太石河，造成

甘肃、陕西和四川三省的太石河、西汉水和嘉陵江共计 346km 河道锑浓度超

标。

2016 年 10 月 16 日，环保部公开事件调查结果，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陇

星锑业选矿厂尾矿库 2#排水井拱板破损脱落，导致含锑尾矿及尾矿水经排水涵

洞进入太石河。其排水井拱板质量远远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内配 6 根Φ16 的纵

筋、Φ8 的箍筋。实地检测发现，事故时安装的拱板只配了 4 根Φ8 的纵筋、Φ

6 的箍筋，而且部分钢筋外漏、腐蚀严重，钢筋的数量、直径以及混凝土的强

度都不满足设计要求。

时隔近一年后，我们来到陇星锑业尾矿库所在的西和县山青村。

尾矿库并无人看守，处于停滞状态，堆存的尾矿砂几近干涸，破损的排水井

仍伫立在库尾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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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星锑业崖湾山青沟尾矿库现状）

在尾矿坝下西侧的太石河岸边，有四个大小不一的沉淀池。据在此看守的工

人介绍，这些沉淀池是处理流经尾矿库排水涵洞的水体的。当初发生泄漏时，

尾矿砂就从排水涵洞流出进入了太石河。他们会在沉淀池里添加硫酸钠和硫酸

铁等沉淀剂（絮凝剂），以降低水中锑的浓度。问及为何过了近一年时间，还

在清理涵洞，工人颇为无奈地说，这里是锑矿矿带，自然水体中锑浓度本身就

高，现在处理的这些基本就是自然水体。这一说法随后在我们对陇南市环保局

监测站张站长的咨询中得到了印证。由于锑在水中溶解度很高，极难沉降和吸

附，再加上原本天然水体中锑浓度就高，现在一直进行沉淀处理也是无奈之

举。

（排水涵洞下的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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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的歇停对于坝下山青村的居民来说确是一件幸事，多年来一直积存在

他们心中，担心“头顶库”溃坝的隐忧多少可以消除一些了。然而山青沟尾矿

库的工程质量问题（或许不只是排水井的问题），以及未来如何处置也急待相

关部门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陇星锑业山青沟尾矿库下的山青村）

2015 年 3 月，《铅锌行业规范条件》（2015）正式出炉，规范要求新建铅

锌矿山规模不得低于单体矿 10 万吨/年，中型矿山单体矿规模应大于 30 万吨/

年。采用浮选工艺的矿山企业其矿石处理能力应不小于矿山开采能力。铅锌矿

的整合势必影响到尾矿库的建设与管理，未来更规范合理安全的尾矿库值得期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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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我中心参加“第三届环境 NGO 与环境志愿律师交流研讨会”

我中心法务人员参加了 2016 年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6 日中国政法大学在

北京举办的“第三届环境 NGO 与环境志愿律师交流研讨会”，与来自全国 25

家环保 NGO 组织的代表和环境志愿律师一起学习并展开了深入热烈的交流探

讨。

（参加研讨会的 NGO 代表及律师们认真投入到环境、能源法律案例分享中）

此次研讨会议程主要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导师王灿发教授对新环

保法实施一年后法律实践情况的介绍、河北工程学院教授刘湘以代理康菲漏油

典型案例讲解关于环保公益诉讼中证据的收集技巧、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于文轩教授讲授能源法律概况、环助律师所合伙人戴仁辉、祝文贺律师从不同

层面分析环境、能源领域案例，另有齐霁教授等对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相关法律

的梳理和综述。同时国内数家知名环境 NGO 组织的代表从 NGO 在公益诉讼

领域发挥的作用做了详尽介绍。研讨会采取分组讨论、拓展训练等形式加强了

参会者彼此的了解与情感沟通。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每个公民所关注的，作为扎根于重庆的 NGO，本

中心更是长期以工业污染防治，推动公众参与、促进污染治理以己任，期待与

众多 NGO 和律师共同打造绿色生态防线，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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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参与重庆两江新区环保开放日活动

2016 年 10 月 19 日，我中心参与重庆两江新区开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群众

开放日活动。作为获邀的环保 NGO 三个组织代表之一，我中心人员与市区两

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及其他环保 NGO

组织代表数十人一

道，实地参观了长安

福特等企业挥发性气

体（VOC）治理情

况。此次活动重点是

为了解针对去年 4 月

份市民反映的重庆鸳

鸯翠云工业园区不明

臭气问题，两江新区管委会和市区环保局经过一年多排查和重拳整治后的成

效。

活动当天，首先前往长安福特、大江东阳、力帆汽车三家企业现场查看，实

地了解各家企业为减少 VOC 气体排放的新建的环保设施及运作情况，环保管

理方针和流程。据两江新区环保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集中治理和改

造，尤其是生产线的环保改造，改善了区域环境治理，为两江新区环境治理积

累了经验。通过参与开放日活动，亲身了解了企业环保设施的运作状况，不论

对企业、环保管理部门或是类似本中心关注环保的本地 NGO 组织，都是一次

很好的机会进行沟通和增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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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随记

正在被遗忘的历史——嘉陵江上游调查有感

孔令钰

（黄渚镇“四大金刚”）

2016 年 10 月 22 日—11 月 4 日，我们调查了嘉陵江上游地区的铅锌矿选

矿、冶炼等点位，外加黄河上游的玛曲金矿。此次调查历经 13 天。此番出行

特点是视觉震撼，文字叙述远不如图像。每当回想起此行。我脑海中首先浮现

一张图：深绿色的秦岭地区，几条矿脉。每一条矿脉附近都分布着星星点点的

选矿厂、尾矿库。密集处，河谷两边，有沟皆尾矿。

这张图的严重性在哪里？冬季，林寒涧肃，绝大多数尾矿库砌得齐整。除了

密集恐惧稍感不适，并不觉得有何不妥。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副画面，有三个前提：

1、铅锌矿业停滞近 10 年，价格下行，很多矿都停了。

2、同时是环保加严的 10 年，开始有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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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陇星锑业事出一年。至少陇南境内 142 座尾矿库均要求整改，否则不许生

产。

也就是说，我们所见，是史上最佳断面。以往究竟有多差？吾生也迟，无缘

得见。但从当地人的回忆中。尚可窥见一二。例如陇南水文监测站（位于成

县）的工作人员说，最疯狂的时代，是 1985 年到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有

切身体会，东河上游是铅锌矿主矿区，污染最厉害。”他说，那个地方有渠，

走到渠边，看到有人在淘拖把，全是黑汤汤。

他所说的东河上游，就是我们 10 月 28 日下午走访的一带，厂坝、须弥山两

大公司所盘踞的矿脉，山中尾矿库遍布。站在高处，往山谷里看，四五个连在

一起。用彭工的话说，“到窝子里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摄于黄渚镇，四

个并排，位于选矿厂头顶上，被我称为“四大金刚”。很多选矿厂停着，我们

经过的地方都挺安静。今年异乎寻常地干旱，雨水少。又是枯水季。河道水

浅，泥沙多，浑浊的黄色。没有什么明显的污染特征。

说到八九十年代，这里的人，无论政府工作人员、企业还是普通人，都会说

一句“过去比较粗放”。

“粗放”的含义就是丝毫没有环保观念。不处理，三废直排。语言的使用，

能说明很多问题。为什么所有人异口同声地使用“粗放”这个词？我猜，因为

这是被统一建构起来的认识。一方面，人们经历了废水废气废渣噪声严重污染

的年代，有过切身痛楚记忆。晚于此的是，政府、媒体、学术界（相对于普通

人而言，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对污染年代的认知和解释，并且逐渐在大众媒体

上提炼出一套说辞。紧接着，普通人的记忆、知识结构就被这套说辞所覆盖。

我非常警惕“粗放”这种简单说法。就我的观察来看，对于某件事，如果人们

尚未找到合理的解释，会感到不安，会努力寻求答案。而一旦有了答案，不管

答案质量如何，很多人便以为掌握了真理，于是放弃严肃的追问。“粗放”这

个解释，用我自己的语言翻译过来，意味着：好吧大家都承认了以前那些企业

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才这么糟糕，然而现在比过去

好了，有进步总是好的。

粗放这个词仅仅承认了先辈们的无知、贪婪和不负责任，并且隐含着“今胜

于昔”的些微优越感，却同时模糊了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1、粗放开发（污染）史，对于今天人们的生活，有哪些具体影响？例如，河

流底泥中的难降解有机汞、污染物超标的土壤、超出 WTO 健康标准十几倍的

严重污染空气……上世纪的“粗放”行为，到今天恶劣的环境质量，公众应该

知道这样一副完整的画面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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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去粗放。今天就不粗放了吗？所谓粗放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仅仅满足于

比过去做的好？还是明确以人体健康为红线，来评判今日工业企业的行为是否

依旧粗放？

3、给历史扣上粗放的帽子。然后呢？谁来负责？谁来为“粗放”行为买单？

……

此外。我担心“粗放”这个词，间接地抹杀了个性化的描述和思考。实质是

语言污染。我更期待在谈及历史时，人们能用更丰富的语言、更个人化的回

忆，来描述那样一段过去。

我们的身体，正在吞食着“粗放”的后果。如果不去追究“粗放”这两个大

字后面，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小问题，人们便不会生出真正的改变力量。

位于凤县的东岭锌业，自 2009 年起，数次曝出周边居民血铅超标的新闻。

10 月 24 日，我们来到东岭锌业附近村庄涂家崖，大部分房屋倾颓，几成荒

村。大多数人搬到政府安置房，位于厂区 1 公里外的双底子。不过，1 公里的

距离，在村民们看来，等于没搬。村中留守老人告诉我们，东岭锌业比起以前

肆意排污，现在可能稍微好些，但排出的废气依然呛鼻，睡觉必须关窗，夜间

起来解手，味道难闻。10 月 25 日清早，我们爬上厂房对面的山坡。厂房位于

狭长的山谷之间，也许是经过一夜的沉降，山间废气浓度很高。我们感到十分

难受，鼻酸眼涩，我差点要流眼泪。不敢想象这山坡上的两个村子，拉哈沟、

王家坪，村民们是怎么在黑云压顶般的废气中朝夕生活的。山坡上种着花椒

树、大豆、蔬菜等。这些菜我们不敢吃。

在这里，我所经受的短暂痛苦，是当地人持续二三十年的日子。涂家崖的一

个村民说，她的儿子原先也在冶炼厂工作，干了三年就不干了，去外地打工

了。她认为这活不能做长久，“但是上了年纪的人，能干个十几二十年。干久

了有的头发都没了，脸色看上去也不对了。

玛曲的格萨尔金矿，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这个企业上世纪 90 年代开工，没有做环评，长期“裸奔”生产，在 1994

年和 1997 年建成的两条黄金采选生产线，直到 2015 年 6 月，甘南州环保局

检查时，仍未通过环保验收。这 20 年间，该公司经常向草滩上排放选矿废

水，牦牛喝了中毒死掉，牧民索要赔偿。11 月 2 日，我们去玛曲县环保局反映

问题时，县环保局办公室主任告诉我们，在环保验收之前，格萨尔还要先补环

评，今年 8 月在兰州刚通过了环评专家会评审。

为什么从 1994 年到 2015 年，这么长时间没有环保验收裸奔运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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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玛曲县的支柱企业，以前各方面都比较放松，“去年开始，一严格，一

项一项都要通过，手续都要全。”

如今企业采用零排放工艺，生产废水必须全循环回用。

至于过去排了那十几、二十年的废水。对草原污染究竟有何定论？在这片地

广人稀的草原、面积狭小的县城，似乎无人寻找答案。格萨尔金矿有个邻居，

金玛矿业，是采矿的，据县环保局，2016 年 10 月 30 日，金玛遭省上关停，

因为无法实现零排放，矿坑的不达标水流过草原，十公里外的黑河，而黑河最

终注入黄河。我问主任，金玛如此排水十几年，对草原污染有多严重？

他说，有污染，但不是很严重，轻微（污染）有时候有。

答案似是而非。当然，对于玛曲县环保局来说，废水监测能力都没有，让他

们去做一项严谨的科学评估，未免太过苛责。

比较戏剧的是，我们当面申请公开格萨尔矿的监测井水质信息。主任说县环

保局不掌握，让我们去州立或者省厅要。他说，有些数据是保密性的，企业不

会给环保局提供。

我说，既然企业是被政府要求，才做的地下水监控，怎么可能不把数据报告

给政府？

他回答，给了政府没有，我们也说不上，我们也只是政府下属部门，没有权

力过问。

看来，我提出的很多问题，真的只能在风中寻找答案了。

欢迎继续扫码阅读孔令钰工作随记《申请信息公开的一鼻子灰》



19

论举报环境污染问题的回应与公开
----从“三境”说起

傅天然

晚清学者王国维曾在其《人间词话》中讲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

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

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

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笔者联系不上作词及人生之大境界，凡遇具体问题，总想经此三境界，惑

可解矣。联想到重庆两江三年来，赴安徽污染调查及与安徽省环境保护厅沟通

过程，倒觉得是再恰当不过的。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2014 年 3 月下旬，重庆两江对安徽的主要工业集群区域，地处长江、淮

河流域的合肥、蚌埠、淮南、安庆、铜陵、马鞍山六个地级市进行了工业污染

专项调查，并在随后通过挂号信寄出举报情况，但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2015 年 3 月下旬，重庆两江再次赶赴安徽，对安庆、池州、宣城、芜

湖、铜陵、马鞍山等地的工业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再次通过挂号信向安徽

省环保厅反映了 26 个具体的污染问题。

这一次，我们不再“独上高楼”，于五个月后收到了文号为“环监局函

（2015）7 号“的”关于来信反映我省部分地区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查处情况的

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件名包含了”查处情况“，但文中着重表述的

是”查处动作“，至于举报反映的 26 个污染问题的具体”查处结果“并未给

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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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16 年，又是三月，重庆两江第三次来到安徽，再次向安徽省环保厅举

报共计 26 个污染问题。两个月后，重庆两江收到了“安徽省环保厅关于我省

部分地区企业污染问题调查情况的函

“，对于”查处动作“的描述与

2015 年的回复是惊人般的相似，具

体”查处结果“还是没有展现。有所

不同的是这次的字数更少，语言更概

括了。

收到回复后，重庆两江多次联系

安徽省环保厅办公室、信访办、监察

局等相关部门，均无法获得具体问题

的“查处情况“。无奈之下，重庆两

江向环保部反映了三年来与安徽省环

保厅的沟通情况，向安徽省环保厅申

请了举报问题的信息公开并抄送环保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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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重庆两江在安徽省环保厅官方网站看到了关于两江问题查处

情况的公告，里面首次披露了举报企业的问题是否属实、环保部门查处的具体

措施、企业的整改情况等。

（详情链接：

http://www.aepb.gov.cn/pages/Aepb15_ShowNews.aspx?NType=2&Ne

wsID=155915）

总的来看，一方面环保 NGO 急切地想要获得举报问题的查处结果，以便

持续监督，一方面职能部门对于查处的详细情况闪烁其词，正是这种戏剧性的

反差造成了目前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重大阻碍。可以想象，像重庆两江这种专

注于工业污染监督的“专业举报人”想了解具体情况都如此困难，那零散的个

体举报又会面对什么情况呢？可以推测，大多数人都停在了“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的第一境。

就在 2016 年 11 月 15 日，环保部宣传教育司主管、中国环境报运营的官

方微信“中国环境新闻”推送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干货-各地环境违法举报奖

励力度排名”，文中列举了环境违法举报奖励金额前 48 位的省或地级市环保

名单，其中，佛山市以 11 月 1 日新颁布政策中提及的 20 万元举报奖励金居

首。而笔者看来，增进公众参与，奖励制度只是其中一环，更重要的是信息回

应。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七条规

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和破环生态行为

的，有权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之策的部门举报

“，明确了公众的举报权。其后，2015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公

众参与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接受举报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

http://www.aepb.gov.cn/pages/Aepb15_ShowNews.aspx?NType=2&NewsID=155915）
http://www.aepb.gov.cn/pages/Aepb15_ShowNews.aspx?NType=2&NewsID=155915）


22

律、法规规定调查核实举报的事项，并将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

明确了环境管理部门对于举报问题的信息回复责任。在随后修改的地方环保条

例和办法中，也多见对于举报回复责任的规定，有些还规定了回复时间（30 日

或 60 日）和回复途径（书面或口头）。

但当具体的举报问题送达环保部门，这些信息回不回应就走上了一个视问

题而定、视举报主体而定的差别化道路。在与环保部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打

通电话，往往对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啊“，如果我们自报出环保

NGO 的身份，那沟通中可能会被特别对待，但如果我们自称是一个关心环境

问题的公众，得到的答案则可能是五花八门。举报问题如此，信息公开亦然。

笔者认为：对于职能部门而言，面对公共问题、公共信息，急于弄清楚对方的

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首先要清楚认识自己的职责，然后根据信息的性质

和法律法规的依据做出应有的回应。还有一种情况是沟通中经常遇到的：”这

个要找我们的领导沟通，我也没有办法“，对于一些特殊问题，笔者认为这样

的做法是有必要的，但对于一些法律明文规定了处理方式的业务，工作人员依

然无法给出”免责“的回应，这到底是个人的不作为还是制度的问题呢？也许

就是因为这样，”领导“们需要决策的事情太多，又要忙于出差、交流、学

习，经常联系不上，导致有些回复要在举报数月后才能获得。

延伸到我们的举报问题处理流程：2015 年 8 月 28 日，环保部发布了《关

于改革信访工作制度依照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问题的意见》（环发

[2015]111 号），将“群众举报企业污染环境”划为环保业务类进行处理，并

在“遵守法定办理期限“中明确”各类信访问题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

结，情况复杂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至 90 日内办结“。随后各个地

方也相继颁布了类似的处理办法文件。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减轻了信访工作的

压力，另一方面，将处理被举报的企业污染问题纳入常规工作，“导入行政执

法、行政许可、行政调解、信息公开等途径处理“，提高处理公众举报问题的

效率。然而在重庆两江发送举报挂号信的多个省厅部门中，更多的省份是信访

办在负责处理我们的举报。尤其是出现针对是否回复的问题时，我们经常被推

向信访部门。这让我们也非常无奈。我们并不希望将”污染问题“演化成一

个”污染事件“，然后获得一种”灭火式“方案解决，因为我们对于环境日常

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工作有更多的期许。

再从信息回应上升一个概念，就是信息公开。其实举报问题及其处理信息

的公开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举报人公开，也就是回应，这部分目前从我们

的实践来看还是有难度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向社会公开，当然《环境保护法》

规定要对举报人信息保密，但如果剔除举报人信息部分，企业被举报和因举报

被查处的信息是否能够公开呢？目前职能部门会不定期的公开其受理举报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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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这个数量如何计算的？都包含哪些企业？哪些污染问题？这些信息目前

是无法获得的。当然从我们跟安徽省环保厅的互动来看，其从不回应具体信息

到直接将我们的举报问题和查处情况公开在其官方网站上，也是一种跳级进

步，值得称赞。我们非常期待更多的举报具体信息能够公之于众，以便公众、

上下游产业、金融领域及更多的可能主体运用这部分信息参与环境社会治理。

总的来看，笔者认为，只有回应才有互动，只有互动才有更好地参与和监

督，而通过公开可以使举报和查处都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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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

2016 年 10 月收入支出累计明细表

分类
两江执行金额 两江执行金额

2016 年 10 月 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813,288.49 597,960.06

收入（小计） - 824,853.45

捐赠收入 - 373,374.65

提供服务收入 - 439,622.00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 11,856.80

- -

支出（小计） 60,395.42 669,695.37

业务活动成本 60,395.42 664,799.10

管理费用 - 3,205.10

筹资费用 - 50.00

其他费用 - 1,641.17

调整净资产 - -225.07

期末净资产结余 752,893.07 752,893.07

备注：调整为（非限定性净资产减少 2016.1-24#）225.07 元（2015 年少计提累计折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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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

实习生：陈青、于淼、王娇、苟晓朦、包瑞丽、程普、杨

泽秀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198 号天江苑 12-7

邮编：400015

电话：+86 15723012329

传真：023-63235317

邮箱：office@gzc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