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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年底的话......

各位，再见到大家应该是 2017 年了，虽然正式入职两江还不足两年，但与大家结缘

已有三载。

回想开始，有不知从何下手的茫然，也有看不到成效的落寞，还好过去的 2016

年，我终于找到了点儿自己能做的事儿，从心底感谢大家的帮助、机构提供的空间。

有时候在办公室跟大家（尤其是圈圈）讨论问题“吵”的热火朝天，引得李姐姐出

来“灭火”；有时候电话里和各地环保部门“斗智斗勇”，挂掉电话又气又笑。但总

体上，我是快乐的、幸福的。收到深夜或清晨发出的邮件，与苏州和广州的小伙伴远

程沟通，野外时老白的各种提醒和担当…我能在大家的眼神和行动里感受到志同道合和

同舟共济，这是无比的幸福。

其实我觉得无论怎么，行动本身就已经是收获，而发自心底想做的事情，一定就能

做好。当然，往前，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相信一如既往的学习探索、并肩努

力，困难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

有时觉得，之所以在此时此地，是因为想把在成长中浸入的助人为乐和教育里习得的

“公民”精神和“法治”精神付诸实践，至少更多地接近理想，更少地向生活妥协。

最近明白，正是这样的追求让我能更真实地面对自己、改善自己、有血肉地活着。

好像扯远了，2016 年要走了，感谢一路同行的你们，祝大家新年快乐，爱你们，爱

你们！！！

------天然（写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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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简称“两江”）成立于 2010 年 2 月，是一家专

注工业污染防治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两江针对工业污染建立了基础调查、诉

讼调查、专题调查三个调查组，通过环境污染源调查分析，从行政、司法、传

媒、市场等方式推动污染源治理和减排，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减少超标、偷排

等环境违法问题，改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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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

两江在广东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公益诉讼立案了~这是在两江取得公益诉讼资

格后第一起获得立案的公益诉讼。

又一好消息！

2016 年 12 月，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丁文章成功当选重庆市“最美环保

志愿者”。

当然，本期月报中，还有老白首次撰写的工作随记一篇，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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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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两江在河北、安徽联合当地环保组织开展污染调查。调查回

复情况：云南、四川环保部门在收到两江寄送的举报信息后，已通过电话沟通

查处情况。内蒙古环保厅针对两江举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做出回复。

综合调查

河北 自 2014 年开始，两江就开始在河北开展污染调查，推动污染企业整改。

2016 年，两江在与河北环保组织的合作中发现，部分环境污染问题虽屡次举

报，但再次回访时发现，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整改。

案例一: 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详见 11 月月报）

案例二: 辛集市小章村周边渗坑

2016 年 5 月，在调查中发现辛集市小章村周边，存在大量的渗坑，渗坑里

面的废水颜色各异。两江已将此地的渗坑情况以书面形式分别举报给了河北省

环保厅、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

（小章村到东曹村道路南侧隐藏在垃圾堆背后的渗坑 2016 年 5 月拍摄）

2016 年 8 月，两江收到了河北省环保厅对这些渗坑的处置回复，在回复文

件号为“冀环办函[2016]694 号”中对此问题的处置情况是这么描述的：位于

辛集市小章村西侧的渗坑实为小章村村西生活污水坑，检查中发现废水坑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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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厂区内存在小漂洗作坊，将漂洗废水偷排至生活污水坑，水质呈弱酸性，

不含重金属及其他物质。现已对小漂洗作坊 拆除取缔，待雨期过后，由当地镇

政府负责对该雨水坑做防渗处理。辛集市环保局将责成当地镇政府制定整改方

案，并加强该区域环境监管力度，防止发生向该雨水坑排污水行为的发生。

(上图：采集水样的渗坑 2016 年 12 月 4 日拍摄)

12 月初， 两江现场调查发现这里其实是至少 8 个巨大的渗坑群，其中的 7

个里面有不同颜色的废水，颜色各异，且随意抽取一个检测，pH 值在 3—4 之

间。无论是什么废水，采用渗坑的方式处理都是不允许的。甚至还有一个新挖

开的渗坑，底部已经没有废水了，但有废水的残留痕迹，上部还有一根管道与

其它渗坑相连，清晰可见。两江在这里随意抽取了一个渗坑取水样，检测结果

为：pH：3.3，色度（稀释倍数）：800，苯胺类：8.48mg/L，总磷：

6.26mg/L，氯化物：3320mg/L，总铬：0.094mg/L，总铅：0.009mg/L。

鉴于此，我们将继续向河北省环保厅、华北督查中心、环保部举报给污染

问题，并联合专题调查组深入挖掘污染原因，推动污染问题整改。

安徽 12 月中旬，两江应安徽芜湖生态中心（在地环保组织）的邀请，前往安

徽对长江流域的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宣城等几个地域进行了部

分企业污染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将由芜湖生态中心以书面形式向安徽省环保

厅和各在地环保部门举报。调查结束后，两江工作人员与芜湖生态中心的相关

人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本次调查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双方约定未来继

续开展多方面、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在调查过程中，部分环境污染问题虽屡次举报，但再次回访时发现，环境

污染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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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马窝污水处理厂
（上图：2015 年 3 月，马窝

污水处理厂排口，大量浑黄的

废水直接涌入长江，水面集聚

了大量的粉红色的悬浮物，并

且有大量的泡沫，废水有着明

显的怪味。排污口取样化验结

果为：ＣＯＤ：８３ｍｇ／

Ｌ；总磷（以Ｐ计）：０.５４

ｍｇ／Ｌ；色度：４５ＣＵ；

悬浮物：１２１ｍｇ／Ｌ。）

（下图：2016 年 3 月，马窝

污水处理厂面向长江的排口

处，水流很小，但积存的废水

呈现明显的棕黑色。）

在查询网络资料得知：2016 年 6 月，环保部对安徽省长江经济带环保专

项督查情况通报显示，安徽多家污水处理厂外排水不能稳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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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舒美特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在近三年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企业的排污形式粗放，企业废水

直排长江。两江也将继续关注此类环境污染现象，以专题调查、公益诉讼结合

行政举报的方式推动污染企业整改。

上图：安徽舒美特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长江排口 2016 年 12 月 11 日拍摄

前期调查跟进

四川 12 月，两江接到四川省攀枝花市、宜宾市、西昌市环保部门针对两江环

保 11 月举报污染问题的电话沟通。

云南 12 月，云南省曲靖市、红河州、大理州等环保部门就两江举报污染问题

的电话沟通。

内蒙 12 月，收到内蒙环保厅基于两江环保 9 月份举报污染问题的回复

欢迎扫描二维码，了解内蒙环保厅回

复信息，关注内蒙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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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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两江在广东提起的环境损害公益诉讼被茂名中级人民法院

正式受理。同时，两江也把在广东回访发现的其他环境污染问题反馈至当地环

保部门，推动污染企业整改。

前期调查跟进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两江诉广东世纪青山镍业有限公司、广东广青金属科

技有限公司、阳江翌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环境污染损害公益诉讼获立

案。

三被告位于广东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港工业园区，均为生产镍合金的

企业。在未依法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情况下，三被告擅自开工建设并分

别投入生产。生产过程中，在未做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大量的工业固体废

物堆填、倾倒在厂区周边及临海岸线边的滩涂、湿地及红树林分布区内。工业

固体废渣中含有镍、铬、铅、砷、锌、镉等重金属，导致大量的红树林被覆

压、污染而死亡。仅三鸭涌入海口西侧的红树林即被毁损达上百亩。而无防护

的工业固体废渣，在海潮的侵蚀和冲刷下，又造成大面积的海岸滩涂、湿地及

近海海域被严重污染，且对该涉案地区埋下长期、持久的重大污染风险。

（随意堆放的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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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三被告共同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重庆两江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向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立案材料。重庆两江向法院提出八项诉讼

请求：

一、依法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对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区临港工业园区及临海岸区

域的红树林分布区及海滩滩涂地堆填、倾倒工业固体废物的侵权行为；

二、依法判令三被告立即清除非法倾倒地的污染物，消除危险；

三、依法判令三被告修复非法倾倒地及周边地区红树林的生态环境，使其恢复

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

四、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非法倾倒地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受到的损害至恢复生

态环境原状期间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失（赔偿数额以鉴定评估结果为

准）；

五、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因堆填、倾倒造成红树林毁损的全部损失（具体数额

以鉴定评估结果为准）；

六、依法判令三被告分别对由于其的行为而造成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家级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七、依法判令三被告承担原告因诉讼支出的差旅费、调查费、鉴定费等费用；

八、依法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评估费。

回访调查

2016 年 12 月 23 日-24 日，重庆两江在广东韶关和广州两地企业开展诉讼

调查。调查主要涉及废渣、水源地污染。重庆两江近期将结合抽样检测结果，

向当地环保局进行举报并根据之后的情况，考虑下一步推进整改工作方向。

（左图：某企业随意堆放的废渣）

（右图：某污水处理厂闸口，距下游自来水厂仅 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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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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日至 4 日，两江与绿行太行一起调查了河北辛集制

革业污染问题。河北雾霾之重，如今举世皆知，但其实土壤和水的污染更严

重，只是不像空气污染暴露得那么明显。

2016 年 5 月和 12 月，两江和绿行太行对河北辛集地区皮革污水、污泥倾倒

乱象进行调查。辛集地区皮革产业历史悠久，作为支柱产业的另一面，是其对

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积重难返。就两次调查所见，目前存在如下问题：

1、皮革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长期超标排放污水，环保局下发整改文件后仍然

毫无改观。

2、污水厂将制革污泥倾倒在麦田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污泥堆场群落。

3、辛集市周边的村子里，皮革回收与清洗、酸洗等小作坊盛行，形成渗坑遍

布的景象，从地图上看，各种颜色的渗坑宛如一块块伤疤，分布在华北平原的

麦田之中。

为何有这种倾倒污水、污泥行为，严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长期存在？一是产

业依赖，当地人已经习惯依此为生。二是政府监管不力，2016 年 5 月，两江

就调研中发现的违法现象一一向河北省环保厅举报后，于 2016 年 8 月得到回

复称，多个举报问题确证存在，均已改进，甚至督促当地恢复原状，但 2016

年 12 月回访时，发现环保厅声称整改的问题，非但没有改观，有的还更变恶

劣。

(上图：8 个渗坑集群 2016 年 12 月 4 日拍摄）



9

后记 无论从地图桌面调查，还是亲身到访该地，都会惊讶于辛集地区这一副扭

曲、怪异的地表面貌，以及丧失尊严的生活——人们已经习惯浸泡在污染之

中，不仅是雾霾，还有超标污水、污泥。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石家庄市周边的

辛集、晋州、深泽，其绿色的田地已经是千疮百孔，密密麻麻地分布着污水渗

坑。两江和绿行太行（河北省唯一一家专注工业污染防治的 NGO）已经前往

该地区调查多次，积累了丰富的照片、视频、航拍资料，而且也和河北环保

厅、辛集环保局等对排污问题有所沟通，官方回复亦已确认这些污染源的存

在，但从后期跟进来看，环保部门监管效能极差，这或许是当地污染存在几十

年而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

前期调查跟进

在 10 月针对嘉陵江领域铅锌矿企业的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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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

企业来电解释当日污染外排原因——当时看管尾矿库的工人不再，废水量加

大，没增大回水量，导致溢流。并称愿意配合环保局的调查，接受处罚。12 月

30 日收到宝鸡市环保局凤县分局的回复。经调查了解，该情况属实，是由工人

操作不当造成废水溢流。凤县分局已对该公司进行立案查处。

信息公开进程：

编号
投递

时间
申请内容 申请部门 信息用途

是否收到

回复

是否超

回复期

1 11.15

成县毕家山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的环评全本；

成县民政福利综合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重金属污染综合治

理项目的环评全本；

成县茨坝须弥山实业有限公

司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的环评全本。

陇南市环

保局
环保监督 否 已超期

2 10.14
陕西榆林兖矿煤制油环评报

告
环保部 环保监督 否 已超期

3 11.9

甘肃省玛曲县格尔珂黄金选

矿厂改扩建工程竣工环保验

收监测报告

甘肃省环

保厅
环保监督 否 已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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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我们在 2016 年 10 月 14 日申请公开的陕西榆林兖矿煤制油环评报告，环

保部在征求企业意见之后，终于在 12 月 2 日电话答复我们说很快将环评报告

寄给两江。但直到 12 月底，仍未收到该回复。

2、两江向甘肃省环保厅申请公开的甘肃省玛曲县格尔珂黄金选矿厂改扩建工

程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办公厅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没有收到，并说现在他

们经常收不到平邮和挂号信，因为门卫不负责任，会弄丢信件，建议我们电子

申请。我们于是反映了两次寄信至电子邮箱均被退回的情况，对方又称那就不

要写电子邮件了，直接在网站上填表格申请。于是我们又重新做了一次信息公

开申请。

3、之前向甘肃陇南市环保局申请公开的嘉陵江流域陇南境内地表水监测断面

重金属浓度信息公开，第一次回复网站上均已公开（实则没有），被我们追问

之后，又做了第二次答复，称这是国家秘密不予公开。

Tips: 关于国家秘密的回复，相关法律人士给出建议：在得到答复之后，向环保

部（制定保密办法的单位）问询，就问这个是不是国家秘密。道理就是，谁制

定的这个保密办法，谁来解释是不是国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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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重庆市最美环保志愿者 丁文章

2016 年 11 月，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网信办、市环保局联合主办

评选重庆市“最美环保志愿者”，经区县推

荐、公众投票、综合评审，共推选出“最美

环保志愿者”10 名，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

中心 丁文章成功当选重庆市“最美环保志愿

者”。详细信息欢迎扫二维码。

重庆市第二届“环保公众开放周”活动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在重庆

市 38 个区县和万盛经开区、双桥经开区同步开展。此次活动由重庆市环保

局、重庆环境文化促进会主办，各区县环保局承办，以“倡导生态文明 践行绿

色生活”为主题，是 2016 年重庆市重要环保社会宣传活动之一。参观内容涵

盖环保重点民生实事，大气、水污染防治和固体废物处理等环保示范工程，大

气环境监测、水质监测、机动车尾气检测、12369 环保举报受理等日常工作，

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危险废物处置场、湿地公园等环境教育基地。

两江作为重庆本地的公益环保组织，本中心参与了渝北、綦江、巴南等区环

保局的活动，在活动中了解一线环保部门执法过程、在线监督运作机制。

（公众参观丰盛垃圾焚烧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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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随记

狼尾湖废水排放的整改之路
作者：老白

狼尾湖，是位于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的一条小溪，附近集聚了多家大型企

业的排污口，溪水最终汇入了长江。

初次来到狼尾湖的时间是 2014 年 3 月 28 日，当时这里的堤坝刚刚翻新铺

设，周边还残留着很多新鲜的泥土。狼尾湖里面的废水颜色与周边绿意盎然的

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河堤完全开放，任何人都可随意进出，甚至有人在河

堤附近的荒地上开垦处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地方种上了各种蔬菜。

鉴于我们观察和检测到的废水超标排放污染问题，2014 年 5 月份，我们以

书面形式正式提交举报材料给安徽省环保厅。随后联系了省环保厅的相关科室

人员，连续拨打了多个不同科室才找到了正主，结果回复说没有收到。随后，

我们再次邮寄相关资料，再次联系安徽省环保厅查询，还是没有收到。继续邮

寄，继续联系安徽省环保厅查询，终于说收到了。于是就开始眼巴巴地满怀期

待的等着安徽省环保厅的回复，终于等得秋天的落叶没了，冬天的寒冷退了，

春天的油菜花都开了，还是没有盼来哪怕是一个电话的口头回复。

再次与狼尾湖相遇是在 2015 年的 3 月 26 日，时隔一年，在我们对安徽省

环保厅发出举报后久候不见回音的情况下，我们再次展开了狼尾湖污染问题的

调查，结果还没等我们走到排污口，却远远发现在排污口附近两岸都布满了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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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物---排污口位于北岸，是铁丝网遮拦，南岸更厉害，是蓝色的彩钢板竖立后

封堵。好在有人为了突破封锁线，强行在铁丝网上撕开了一个可以让人侧身弯

腰通过的口子，这才让我们得以进入并靠近了排污口取样和观察。

（上图：狼尾湖北岸加装的铁丝网）

（下图：狼尾湖南岸加装的彩钢板封堵线）

2015 年 4 月初，我们将此次安徽调查的情况以挂号信（文字材料）邮寄给

了安徽省环保厅以及环保部。在时隔 5 个月后，2015 年 9 月初我们接到了安

徽省环保厅的书面（安徽省环境监察局，环监局函[2015]7 号）回复，只有寥

寥数语，且对于检查和整改过程、措施以及违法处罚等一概是一笔带过，一片

模糊。

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安徽省环保厅明确的调查、核实、整改、处罚的书面信息

或者口头答复，2016 年 3 月日

我们第三次去这里，排放情况还

是没有任何改善，唯一出现变化

的是在一个排污口开始竖立了一

个明显的排污口标识，这个也许

是对我们 3 年来的努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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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四月初，我们继续对狼尾湖的污染问题向安徽省环保厅以及环保

部进行了举报。6 月下旬，我们接到了安徽省环保厅的回复，这次更简短、字

数更少，不足一页。不过，好在还是肯定了我们的举报属实，但就是拒绝公开

回复我们针对每一个污染问题的具体查处情况。

随后在我们持续不断地要求下，最终还是以信息公开的形式再次提交要求公

开回复的要求，最终得到了安徽省环保厅的答复：在安徽省环保厅官方网站上

公布。（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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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ID=155915）

关于狼尾湖的查处情况，我们在网站上截图如下：

2016 年 12 月份我们第四次对这里的整改进行了回访调查，结果刚到现场就

发现在原来开放的堤坝上，出现了一道上锁的栅栏。所以，要接近狼尾湖的污

水排口，就得连续通过人为设置的两道障碍了：第一道是上锁的铁栏杆，第二

道是封堵的铁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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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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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进入狼尾湖的第一道封锁线-铁栏杆）

（下图：进入狼尾湖的第二道封锁线-铁丝网）

对比这几年对狼尾湖的持续跟进调查，我们发现随着我们的举报次数增加，

狼尾湖人为设置的障碍物也在增加，或许安徽的地方部门或者企业认为这个拦

截公众接近污染源的办法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等我们第五次去的时

候，会出现专人看守狼尾湖，不许他人进入的奇葩景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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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

2016 年 12 月收入支出累计明细表

分类
两江执行金额

2016 年 12 月 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685,789.82 597,960.06

收入（小计） 469,510.52 1,297,918.00

捐赠收入 461,840.00 835,214.65

提供服务收入 7,572.82 447,194.82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97.70 15,508.53

- -

支出（小计） 266,177.89 1,006,755.61

业务活动成本 264,856.83 1,000,208.28

管理费用 1,321.06 4,856.16

筹资费用 - 50.00

其他费用 - 1,641.17

期末净资产结余 889,122.45 889,1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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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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淼、吴海燕、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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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