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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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伙伴机构联合调研的邀约纷至沓来，河北、湖北成了老白调查的首选地

（其余的小伙伴就延至 12 月啦）。其中，还抽了个空带着央视的记者走了一

趟四川，拍了个节目，如果你错过那期节目，别急，简报里也可以看到精彩内

容。

重庆两江又要针对污染企业提起公益诉讼了，这次的起诉企业在什么地方呢？

一叶知秋，一申请信息知环保工作不易，这个月的工作随记，向你继续聊聊草

根环保工作者的困与执。

（封面图片：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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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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重庆两江在湖北、河北联合当地环保组织开展污染调查。结

合样品检测结果，重庆两江将 10 月在云南、四川调查发现的污染企业情况举

报至相关部门，四川省环保厅来电称已收到举报信息。

综合调查

湖北 11 月中旬，重庆两江与武汉行澈（湖北当地环保组织）联手开展了湖北

省部分地区的污染调查。此次主要调研对象为长江沿岸 3-5 公里以内的国控水

污染企业，调研范围为湖北全长江流域以及恩施、宜昌的清江流域，其中涉及

恩施-宜昌-荆州-武汉-黄冈-鄂州-黄石 7 个城市，主要调研的污染点位共计 70

个左右。现已协助武汉行澈将污染企业举报至湖北省相关环保部门。

河北 11 月底，重庆两江联合河北绿行太行（河北当地环保组织）进行了河北

省部分地区的污染调查。调研主要目的为：对重庆两江在 2016 年 5 月份河北

调查举报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回访，以及协助绿行太行对迁安、邯郸、廊坊钢

铁行业；沧州化工行业；无极、辛集的制革行业以及石家庄重点污染源开展调

查。

在调研过程中，重庆两江工作人员也就污染调查的桌面调查、实地走访、后

期举报跟进等相关事项与绿行太行工作人员交流，分享重庆两江过往调研经

验，协助提升河北环保组织工业污染专业技能。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虽经过两年的跟踪调查、举报，河北部分企业仍然出现

违规排污行为。

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沙河驿镇管庄子），曾在

2014 年 4 月、2016 年 5 月因为黄烟散排问题被重庆两江投诉举报。在此次的

回访调查中发现，该企业在生产的时候，有大量的红褐色的扬尘出现。针对这

一污染问题，重庆两江将协助河北绿行太行整理相关材料，向河北省环保部门

再次进行举报，并跟进企业整改。



3

（上图：2016 年 11 月

29 日调研时发现荣信钢铁

厂区内有大量的红褐色扬

尘）

（下图：2016 年 5 月 19

日，调研时发现的荣信钢

铁的散排黄烟）

前期调查跟进

内蒙 11 月，重庆两江接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环保局信访办的电话，称已经

收到了举报材料，并会按照规定发给我们信访案件接收单。截止 11 月底，暂

未收到内蒙古环保部门回复信息。

四川 依据调查取证的资料和样品的检测结果，重庆两江完成了对云南、四川

两个省份调查的污染举报材料整理，并分别邮寄给了云南省环保厅（四川省环

保厅）、西南督察中心、环保部。11 月，四川省环保厅信访办来电称，已经收

到了我们的举报材料，并索要电子版的举报材料。

甘肃 11 月 18 日，重庆两江收到甘肃省环保厅针

对我中心 8 月份去函举报污染问题的回复。

欢迎扫描二维码，了解甘肃环保厅回复信息，

关注甘肃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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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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重庆两江陆续收到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信息公开申请答

复涉及湖南、广东两地企业的企业监管信息、环评信息、处罚记录等信息。在

收集整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重庆两江拟对广东一涉及生态破坏企业提起公益

诉讼，现正收集准备起诉资料。同时，对湖南一涉及生态破坏企业，因信息公

开所获资料不齐，将继续网络搜索相关资料、向其他相关部门申请该企业及周

边环境状况信息，以最终确定是否提起公益诉讼。

11 月，重庆两江诉讼调查组工作人员开始对综合调查的历史资料进行整

理，将从前期调查的企业中筛选污染严重企业、地区制定 2017 年公益诉讼调

查计划。

前期调查跟进

2016 年 11 月 14 日，重庆两江收到了贵州省环监局针对我机构 9 月初诉讼

调查举报的回复。非常感谢贵州环监局对重庆两江及时、积极的反馈。贵州各

州市环保局对举报中涉及的污染企业进行了调查处理，并回复了调查处理的详

细情况。重庆两江对回复中有三个不明确或存疑的内容，与环监局工作人员进

行了进一步地沟通，其表示将要求各单位再次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再统一回

复。

欢迎扫描二维码，了解贵州环监局回复信息，

关注贵州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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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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专题调查组针对嘉陵江上游主要工业污染源（集中

在铅锌开采和冶炼）调查进行了信息公开申请 （详情如下），在搜集相关资料

整理基础上完成了《嘉陵江上游铅锌矿尾矿库调研报告》初稿的撰写。

信息公开申请情况记录表

前期调查跟进

针对 8 月内蒙古晾晒池回访报告，环保部工作人员表示已收到，并转至陈吉

宁部长，暂未收到环保部门回复。拟将该回访调查报告寄送能源局、环保局。

并将回访中发现的部分环境污染企业单独举报给相关督查中心、中央环保督查

组，推动环境污染企业整改。

在 10 月调查中发现万盛工矿有限公司（原丰泉工贸）后沟尾矿库疑似废水

污染，样品检测结果表明，废水总铅浓度高达 8.33mg/L，已将此企业环境污

染问题举报给陕西省环保厅，目前尚未收到反馈信息 。



6

交流合作

2016 年 11 月，重庆两江前往重庆市环境科学院 重庆市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中心、重庆地质矿产测绘中心拜访。重庆两江工作人员就公益诉讼相关事项咨

询了两机构工作人员，并邀请两机构专家参与公益诉讼，支持重庆两江提起公

益诉讼，该提议得到重庆地质矿产测绘中心专家的支持。

2016 年 11 月底，重庆两江参与了在重庆举办的环境司法实务研习班暨中国

政法大学第十八期环

境实务研习班。该研

习班由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和中国政法大

学主办。培训参与人

员包括了公检法机关

人员、律师、NGO

组织等各专业人员。

培训内容非常丰富，

涵盖了地方检察院对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和实践及面临的挑战，环境诉讼及其证据的收集与认定，环

境标准及其在环境案件办理中的应用，环境损害的鉴定和评估等各个方面。重

庆两江也希望借由此培训邀请重庆律师参与公益诉讼，并争取检察院支持，共

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保护重庆当地环境。

11 月，污染调查组同事老白，配合央视财经频道前往四川拍摄环境污染专题报

道，精彩内容，扫二维码可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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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随记

信息公开申请囧途--陇南站
文/周良峰 孔令钰

随着信息公开申请越做越多，屡屡吃闭门羹。我和同事已经申请了 7 份信息

公开，全部被直接或间接地拒绝。起初愤怒，现在习惯了，心绪平和下来，打

算开跑一场马拉松，将见闻一 一记录，每月写个“申请囧途”。这种事，唯其

做过，才知艰难。我们现在每天都觉得自己活在卡夫卡笔下的《城堡》。

不仅是艰难，更准确的词应该是这些：荒诞、欺骗、扮傻、避重就轻、装聋

作哑……这个月就来讲讲和陇南环保局的故事吧。

2016 年 10 月 31 日，我们去陇南环保局当面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

开陇南市境内，嘉陵江流域地表水监测断面、重金属监测断面、地下水监测断

面的重金属浓度监测值。

为什么要申请公开河流水质的重金属浓度？

原因一，自上世纪 80 年代，陇南市境内铅锌矿被疯狂采掘，早期没有任何

污水处理设施，直排河道，严重污染河水。但近八年来，由于环保处理设施逐

步得到采用，加上产业萎缩，很多矿因为效益不好而关停，照理说水质应该有

好转。正好我们在做嘉陵江上游流域的研究项目，很关心如今的水质如何。

原因二，陇南环保局官方网站上每季度公布水质检测情况，但只说达标与

否，而且自有记录以来，我查到的全是 100%达标，非常简单，除此没有更多

信息。

由于当地矿多，水体重金属超标风险大，所以该市设了 5 个重金属监测断

面。有意思的是，这几个断面的检测结果总是三类水——刚好在达标的临界

点。

如此说来，仅仅说该市河流断面全部达标，这个信息太模糊了，特别是对于

重金属断面，为什么总是恰好在达标临界点，具体浓度到底是什么水平呢？即

便是普通人，在看到这些数据，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更重要的是，同一条河流，同一个地区，水利部长江委员会的数据则是另一

番面貌——在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8 月，西汉水、礼县成县保留区，这 20

个月份里，10 个月数据空白，另外 10 个有监测记录的月份里，7 个月水质不

达标，仅 3 个月达标。其中 2015 年 8 月还是劣五类水。

而在青泥河西和、徽县保留区，这 20 个月里，18 个月无数据，仅 2 个月有

监测数据，一个月达标，一个月未达标，而且是汞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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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和水利部门的数据差别如此之大，更让我们想知道，陇南环保局的监测

数据浓度值到底是什么水平？

10 月 31 日上午，我们在陇南环保局办公室当面和监测站的张站长沟通。他

很和蔼，对我们的问题也耐心解答。看过我们的申请表之后，他说，这个陇南

环保局官网上都有啊！

我只好解释，网站上只写了达标，并没有具体浓度值，所以我们才来申请监

测数据公开。

他很直爽：“那我向分管领导请示一下，如果可以，该提供就提供。”

我们也很高兴。他说，按照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从 2013 年开始，陇南市环

保局每个月都会进行地表水 24 项、地下水 23 项指标的监测。

然后我们就回重庆等着了。11 月 25 日，回复寄来，一看，傻眼了。

“陇南市境内嘉陵江流域地表水监测断面、重金属监测断面、地下水监测断

面的重金属浓度监测值已在我局网站公开（网址：

http://www.lnepa.gov.cn/）,请到网站查询。”回复函里这样写到。

事实上，我们多次查询陇南市环保局网站，都只看到如下图所示内容，只有

水质类别和达标率，并无浓度监测值。很明显，这样的回复并不符合我们提出

的具体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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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致电陇南市环保局办公室，希望问清楚，如你们所说，网站上哪

里有公开？

工作人员给了我们一个监测站具体办事人员的电话，打过去，刚自报家门，

对方就把电话直接给挂了。

随后我们辗转拿到张站长的电话，先是打电话未接，后来发去短信表明来

意，对方只是简单的回复“在开会”、“抱歉，我正在开会”、“这几天非常

繁忙，不是推拖，理解一下”……

这样反复来回拖了一周后，我们表达了“如果再不给我们解释的话，就只能

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跟督查组反映。”的意思，莫非恰好此时开完会了？对方

发来很长的回复，解释环保部局数据与水利部长江委不一致的原因。

根据他的解释，长江委和环保部门的数据打架由来已久，这好比盲人摸象，

由于两者监测的河流断面不一样，所以会出现数据不一致，“好比一棵树，他

看到的是某一枝杈枯萎了，说整个树枯了这不科学啊！”

当然他说的这番话，我们理解。但长期数据严重不符，这不是简单一句“盲

人摸象”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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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两部门数据打架缘由，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是在申请监测

数据公开。第二天进行电话联系，张站长告诉我们，他向甘肃省环保厅监测站

的领导请示过，结果是不能对我们公布具体的监测数值，给媒体和公众发布的

只能是监测站评估后的水质类别和达标情况，理由是怕普通老百姓不会引用数

据造成误解。

他还说如果需要具体监测数值，我们得以单位的名义写个便函向陇南市环保

局申请公开，如此那我们之前当面提交的申请难道不算数了吗？

此外，我们还向陇南环保局申请了一些企业的环评公开。当时环评科科长

说，我们要申请的、环保局批的那几个企业，都是 08 年之前做的环评，资料

不好找。让我们先回去，他们再做回复。

结果同样令人吃惊：“由于这些项目审批时间已久，我局仅有存档本，且没

有电子版，如需查询，请到我局查阅。”这样的答复冷不丁杀了我们一个回马

枪，当初我们在他们局里的时候，为啥不这样说呢？

再说，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行政机关有义务

公开删除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后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全本。我单

位过往跟其它地区环保部门申请环评信息公开，对方都会以寄送复印本的方式

作为回复。

对于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正当要求，陇南环保局三番五次地、拿出不同理由

来搪塞，真是颇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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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辛集环保局不得不说的故事
文/小玉儿

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可以磨砺心志。你会见识各种奇葩难题，层出不穷—

—拖着不理睬、答非所问等等。

辛集市的皮革产业历史悠久。制革废水对地表、地下水也带来严重污染，成

为当地痼疾。在这个距离北京仅 300 多公里的小城，河流黑臭，所有人都知道

这里的地下水早已污染，有的村民不得不买水喝。

因此，我们的伙伴机构——绿行太行一直很关注辛集制革业的废水处理问

题。他们发现，辛集市水处理中心 COD、氨氮的自动监控数据经常持续超标，

于是在 2016 年 5 月 25 日，向辛集市环保局举报此事。

一个月后，辛集市环保局回复称：经过现场检查，发现存在污水处理中心水

质超标、皮革工业区企业污水处理厂超标的违法问题，已经责令制革工业区企

业、污水处理厂停产整改。

绿行太行的小伙伴如此认真的回复态度很满意，还在评价中，给了满分 5 颗

星。但问题是，污水处理厂停产整改，绝非小事。如果污水厂停了，园区里还

有 80 多家企业。也要跟着停产吗？

于是他们向辛集环保局申请公开停产整改的行政处罚文件，以及具体落实情

况，想知道，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怎么落实的。

但是得到的回复却是，上述内容已经在网站“政策法规专栏”行政处罚子目

录公开，让申请人自行查找。

这其实是一招闭门羹。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回复，说网站上有，你自己去查

吧。其实根本就查不到。

无奈之下，绿行太行向河北省环保厅提起行政复议。省厅要求辛集环保局做

出有效答复，辛集环保局在 11 月 17 日重新做出答复，称“我局高度重视，尽

快给申请人一个满意的答复，履行省环保厅的行政复议决定。”

不过这次的答复，却让人大跌眼镜。答复书中这样写——

“我市制革工业区企业今年以来，没有因为水质超标而停产整改的，也就不

存在停产整改企业对行政处罚的落实情况。”

难怪网站上查不到，因为压根就没有停产整改这回事儿。那么问题来了：

第一，为什么辛集市环保局之前要在举报平台上，欺骗绿行太行说已经责令

企业停产整改了呢？

第二，明知道这个信息不存在，为什么不在第一次回复的时候，就明确告

知，而是说网站上有，让人家自己去网站上找呢？

如此执法，欺上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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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来覆去，从 5 月份举报，到最后搞清楚怎么回事，已经是 11 月下旬。半

年过去了。普通人哪有精力这么打破砂锅呢？

绿行太行的小伙伴告诉我，有的环保局在回复举报的时候，内容详尽、言辞

恳切，你看了之后忍不住要为他们叫好，再给个满分五颗星。

然而如果你有心，过几天再去看，会发现，环保局的人自己又把评论修改

了，变成寥寥数语，这样网上就不会留下足够多的证据，大雪无痕。

河北环境如此糟糕。我上周末回石家庄，雾霾又爆表，一看手机，全国 371

个城市排名，石家庄名列第 371 名。这样的日子，河北人民早就习惯了。中央

高度重视河北的污染问题，这一年来，又是督察组入驻、又是利剑斩污行动，

光看新闻，真是心疼河北环保部门的同仁，夙兴夜寐、加班加点地工作。现在

看来原来有的环保局，加班的一部分精力，用在修改举报平台内容了。

11 月的答复中，辛集市环保局附上了今年 5 月下达的一份“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的复印件，大致内容是，我局接到 12369 举报，发现你单位超标

排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责令你单位采取措施，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也就是说，虽然辛集环保局没有真的让他们停产整改，但还是打了声招呼，

让污水处理厂限期改正的（让我们这次相信环保局没说假话）。

2016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8 日，在线监测数据显示，30 天内，辛集市水

处理中心有 28 天 COD 超标排放。事实上，该水处理中心前科累累，早在

2014 年的河北省环保专项行动中，就因污水排放长期超标而被立案处罚。

今天看来，就算做了处罚，也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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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

2016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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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753,118.14 597,960.06

收入（小计） 3,554.03 828,4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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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4.03 15,410.83

- -

支出（小计） 70,882.35 740,577.72

业务活动成本 70,552.35 735,351.45

管理费用 330.00 3,535.10

筹资费用 - 50.00

其他费用 - 1,641.17

期末净资产结余 685,789.82 685,7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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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光彩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公益人物奖项目 20000 元限定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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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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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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