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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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但是两江跟进的河北辛集污染治理还是止步不前，值

得庆幸的是前期在四川、云南、陕西的调查举报得到了相关环保部门的积极反

馈回复。

1 月，两江在广东、安徽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公益诉讼取得巨大进展，其中

在广东提起的公益诉讼，在法院公告案件信息后，迎来了另一位共同原告。

同时，本期月报也奉上专题调查组与水司工作人员就“晾晒池”问题的“深

度”访谈。

详细内容详见本期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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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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针对河北辛集、无极市皮革污染问题联合专题调查组、媒体记者进行

回访。

2016 年 5 月 23 日，两江调查该处，发现多个污泥堆场，有的正在填埋。随

后两江对此违规污泥堆场，向河北省环保厅举报。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

月两江两次回访，从现场情况来看污染状况并未改善。后续将联合专题调查

组、媒体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挖掘，推动环境污染问题整改。

前期调查跟进

四川 1 月，接到四川省攀枝花市、西昌市环保部

门就两江举报污染问题的回复，接到宜宾市就两江

举报污染问题的电话沟通。

云南 1 月，接到云南省大理州环保部门就两江举报污染问题的回复，接到昆明

市环保部门就两江举报污染问题的电话沟通。

陕西 1 月，接到陕西省宝鸡市就两江举报污染问

题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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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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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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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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4 日，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南方日报》发

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

理公告。随即，广东省

环境保护基金会在

2017 年 2 月 1 日申请

以共同原告身份加入诉

讼。广东省茂名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2

月 7 日准许广东省环境

保护基金会作为本案共

同原告参加诉讼。

另，被诉的三家企业以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为由，向法院申请延

期举证。法院于 2017 年 2 月 7 日准许被诉的三家企业延长举证期限至 2017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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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诉安徽淮化集团环境公益诉讼案

2017 年 1 月 18 日，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与安徽淮化集团大气污染责

任环境公益诉讼获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立案。同时，法院准许了原

告缓交诉讼费的申请。

2014 年，两江在调查中发现安徽淮化集团多次、持续、大量的向大气排放

着黑色、黄色的烟雾造

成严重污染，遂向环保

部门进行了举报。

2015 年，两江在回访

中发现安徽淮化集团超

标排放废气行为并未改

善。仅在线数据监督发

布平台上就显示一年中

多次连续的超标排放，

造成极其严重的环境污

染。两江即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向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环境公益

诉讼。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泉山，是一家以氮肥、化

肥、化工产品及进出口业务、化工新材料、新产品及机电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为主的工业企业。经查：在 2013 年间，淮化集团即被安徽省环保厅、安

徽省监察厅列为联合实施挂牌督办企业。2014 年 4 月 14 日，因 10 号炉烟尘

超标 9.36 倍、11 号炉烟尘超标 1.5 倍、12 号炉烟尘超标 5.21 倍而被淮南市

环保局给予行政罚款 80000 元的处罚。2014 年 11 月 11 日，又因 9 号炉烟尘

超标 6.3 倍被淮南市环保局再次给予罚款 80000 元的行政处罚。

两江在调查中多次发现，淮化集团被处罚后仍拒不改正，对外大肆超标排放

污染物。经在线监测数据显示，其所排放的污染物烟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均严重超标。2015 年第一季度监督性监测信息公示中，其 12 号炉排放的烟尘

超标竟达 8.8 倍。而 2015 年的第二季度监督性监测信息公示中，烟尘、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无一不超标，最低也在 1.7 倍以上.

在多次受到督查及约谈措施及行政处罚后，仍不进行整治且持续超标排放，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侵害，对周围居民的生命健康和周边的环

境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据此，两江作为专注工业污染防治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特提起此公益诉

讼，以期实现削减污染、维护生态环境之目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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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专题组将《陕西内蒙古蒸发塘回访报告》寄送至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1 月，经过电话沟通，环保部水司工作人员就两江专题调查发现问题回复如

下：

Q1 为何《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迟迟未出台？

《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是 2015 年时由污防司的时候，征求

意见过程当中收到了很多回复。由于涉及部门分工，现在文件还在继续修订，

还没正式发，水司希望能够推动该文件出台。

Q2 关于蒸发塘管理，有何指导规范？

目前来说，现阶段，国家层面还没有出蒸发塘的相关设计规范。2013 年国

家能源局牵头弄了一个蒸发塘管理规范。但现在还没出台。

2014 年内蒙古出了一个关于高盐水的指导意见，提了一些要求。

2015 年 12 月出了一个《现代煤化工项目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办 2015-

111 号，里面有关于蒸发塘的一些规定，包括地下防渗、监控要参照 GB18598

危废填埋污染防控标准，要参照那个标准。里面还提到一句，根据地下水文情

况，来按照石油化工防治工程技术规范来确定防渗区的防渗要求。

目前环评方面主要是参照 2015 年 12 月份的《现代煤化工项目项目环境准入条

件》。

这两年环保部没有收到关于蒸发塘的举报。2014 年以后，环保部里面也没有

组织过关于蒸发塘的执法检查。环保部也关注到，目前关于工业园区，有管理

不到位的地方。正在积极推动这个工作。

Q3 接下来如何监管向“以蒸发之名、行排污之实”的违法行为？

我们主要是积极推动环保部门加强监管。

一、企业要严格划分蒸发塘和暂存池的区别。

二、要加强危废的鉴别和处理。蒸发塘剩下的那些危废怎么鉴别处理，也要加

强管理。不然通了地下水也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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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十条的要求，集中治理工业集聚区内的水污染，也有要求，集聚区内的

工业污水必须进行预处理，达到要求才能进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新建的工业

集聚区也得规划，建集中处理设备。

前期工作跟进---信息公开

2017 年 1 月 23 日，环保部将企业删减后的《兖矿榆林 100 万吨/年煤间

接液化制油工业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寄送至两江。

2017 年 1 月 24 日，甘肃省环保厅环评处回复了两江 11 月申请的信息公

开，《甘肃省玛曲县格尔珂黄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采选工程现状环境影响评估

报告》。2016 年 11 月初，甘肃省玛曲县办公室主任对两江称，格萨尔金矿已

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然而此次省厅则回复，该公司正在对环保厅提出的问题进

行整改，尚未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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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2017 年 1 月 11 日，绿行太行机构发展年会暨公益组织参与工业污染防治

2017 年工作思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会议为期一天.来自全国多个环保组织的

合作伙伴、阿拉善 SEE 基金会、合一绿学院的工作人员、河北本地的社会工作

机构工作人员、河北省内多所高校的专家教授、河北省环保厅宣教中心的工作

人员、志愿者、在校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作为绿行太行的深度合作伙伴，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也参加了此次

年会,在会议上，工业污染调研负责人白孝智对绿行太行 2016 年工业污染防治

实地调研项目进行了点评，同时对绿行太行一年的快速发展给予了肯定与赞

赏。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期待 2017 年月绿行太行有更多合作，共同守

护河北的绿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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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随记

燕赵悲歌——记河北辛集环境污染

（作者 老白）

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是国内名气最大的皮革业制造地和皮革制品交易集散

地。然而，从事工业企业污染调查和推动污染问题解决的民间环保机构—重庆

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两江”），对辛集市的认知和了解，却源

于这里遍布麦田中的多个制革污泥堆场和散发的恶臭。

2015 年 4 月份，两江第一次走进了这里。发现这里有几十家规模不等的制

革企业形成的制革工业园，在距离制革工业园 1000 米之外就可以闻到浓重的

皮革味道，并伴随着明显的异味。

在辛集市太阳岛公园附近，我们首次近距离观察到了污泥填埋场--在这里有

个太阳岛公园，公园东侧河流对面就是污泥填埋场，这个污泥填埋场北边距离

河流的距离不足 20 米，其余的东、西、南侧都是麦田，与麦田之间的距离不

足 5 米，且没有任何的防渗措施。靠近这个填埋场 20 米的距离，就可以闻到

强烈的恶心的臭味。

填埋场经过多年使用，逐渐变得比麦田高出了近 2 米，能看到最上面覆盖了

一些新的泥土，然后又开始继续堆积黑、浅蓝、褐色等多种颜色的污泥。填埋

场南侧尚保留着几乎一个足球场大的深度有 2 米的坑。据当地居民称，这个填

埋场已经使用了多年，面积约有 30000 多平方米，在附近可谓是“臭名昭

著”。调查结束后，两江将该问题举报至河北省环保厅后接到了如下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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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份，为了进一步了解举报的污染问题的整改情况以及辛集市其

它地域污泥填埋场的现状，两江再次来到了辛集，看到的情形却是现场增加了

人员值守，且有石膏板遮挡了部分区域，并在石膏板上有红色字体标明了这里

是污泥填埋场以及试炮营工业园落款的管理制度，恶臭污泥堆放问题依然如

故。

上图 污泥填埋场的石膏挡板

下图 试炮营污泥填埋场环境保护制度

另外，在华北油田第五采油厂辛集采油作业区晋 40 采油站隔壁，发现了一个

更为隐蔽的污泥填埋场，里面是黑色、棕色、恶臭的制革污泥。苍蝇满天飞。

除此之外，在华北油田第五采油厂辛集采油作业区晋 40 采油站隔壁，发现了

一个更为隐蔽的污泥填埋场，里面是黑色、棕色、恶臭的制革污泥。苍蝇满天

飞。此次回访调查过程中，两江在辛集化工集团健康生态园附近发现了多处正

在使用和即将准备覆土填埋的制革污泥填埋场。而且这些污泥填埋场都是位于

麦田中间，散发着浓重的皮革腐败恶臭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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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蹊跷的是，我们在上图的围挡上面，发现了一个落款为—辛集市制革区管

委会—的告示。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告示

内容既没有说明这个所谓的污泥暂存堆场是

从何时开始停止使用的，也没有标注告示公

布的日期，更没有告示单位的公章。让人不

得不对这份告示内容的真实性、严谨性产生

怀疑。

两江根据现场调查的实际情况，对其中可能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向河北省环

保厅厅举报后，收到了如下回复：

回复函中，明确说明了，这里占地面积达 89.81 亩—换算成平方米约等于

60000 平方米或者约等于 8.4 个标准足

球场--的污泥堆场，只是三个暂存场。

而且说从 2014 年 5 月份以后就没有垃

圾再运至该暂存场。在回复函中，前面

只有垃圾、工业垃圾、生活垃圾、普通

污泥字样，后面当地环保部门却以“未

按环保规定贮存工业固体废物的违法事

件进行了立案调查”，并给予辛集市制

革区管委会罚款 10 万元行政处罚。

辛集市制革区管委会选择这样的方式贮存污泥或者叫工业固体废物是违法行

为，这个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除此之外，环境局的处罚决定都是在 2015 年 4

月份作出的，可两江调查的时间却是 2016 年 5 月份，时隔整整 13 个月，现场

依然如是—污泥大量露天堆积，恶臭熏人，还有大型机械在现场平整填埋污

泥，并有很多洒落在现场的新鲜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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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 2017 年的 1 月份，两江再次前往，选择了那个带有辛集市制革区

管委会落款的告示的场地，却发现现场仍有明显的近期倾倒污泥的痕迹。

两年多的时间，两江 3 次奔赴辛集市，两次举报，却发现现场的违法倾倒问

题依然如故，而且有面积越来越大的倾向。河北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北方人的

主食—小麦—的主产区，现在麦田中却有一个又一个的违法污泥堆场，难道新

世纪新时代的我们，真的要再听一曲环境污染的燕赵悲歌吗？

上图：华北油田第五采油厂辛集采油作业区的污泥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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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收支表】

单位：元

分类
金额

2017 年 01 月 2017 年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888,897.38 888,897.38

收入（小计） 247.04 247.04

捐赠收入 - -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247.04 247.04

支出（小计） 107,269.32 107,269.32

业务活动成本 106,195.30 106,195.30

管理费用 1,074.02 1,074.02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781,875.10 781,875.10

调整净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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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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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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