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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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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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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秀山、贵州松桃、湖南花垣有“锰三角”之称，是我国传统的锰产业重

地。该区域有大、中、小型锰矿区 9 处，保有锰矿储量 0.77 亿吨，占全国总储

量的 13.7％。2009 年，三县 42 家电解锰企业年产能就达 50 万吨，占全国总

产能的 23%。

2009 年 5 月，环保部下发《关于开展全国电解锰行业专项执法检查和环境

整治的通知》（环办[2009]66 号），开始了全国性的电解锰行业深入整治工

作。两江自 2012 年关注该区域的环境，持续对重庆锰产业集中的秀山、酉阳

区域的环境违法行为展开调查取证工作，推动了该区域一批涉锰企业被处罚，

并进行环境治理。

2017 年 2 月，两江再次走进“锰三角”。与之前不同的是，我们将调查区

域覆盖到了整个“锰三角”地区，除贵州松桃、湖南花垣外，还包括了临近的

保靖县；回访了秀山茅坡、高楼，初次

调查了松桃寨英，花垣民乐、猫儿、李

梅等矿区；对天雄锰业、武陵锰业、恒

丰锰业、宝精锰业、嘉源矿业、益立矿

业、九鑫锰业等电解锰企业展开了回访

调查；初次调查了松桃的三和锰业、汇

丰锰业、金瑞锰业、金泰矿业、太丰矿

业，花垣的西部锰业、振兴化工、中发

锰业、衡民锰业、东方锰业、三立集

团、文华锰业、浩宇化工，保靖的天和

锰业、保靖县锌锰公司等企业的环境表

现情况，共计 52 个点位，60 多家企

业，发现并举报环境问题 11 起。
（天雄锰业废水排放口水样呈淡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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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地方环保监管措施在加强，环境质量有改善的迹

象，但部分企业仍然顶风作案，违法违规排放和处置污染物，总锰检测指标超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上百倍。

（农田间土沟中流淌着棕褐色的废水）

两江工作人员已对部分废水、疑似污染土壤取样送检，收到检测结果后两江将向相关环

保部门投诉举报，并跟进污染问题整改。同时，两江工作人员建议：1、加强矿区污染

治理，硬化矿区公路，全面收集矿井废水和矿区公路边的初期雨水并处理，加

强矿区运输车辆检查，严禁车辆冒装和不覆盖上路；2、严惩违法排污和处置

污染物，严格按照新环保法及配套办法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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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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江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

2016 年底，两江发现重庆一家本地企业-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藏金阁物管公司”）存在多次的违法排放废水的情况，随即开展对该

公司的调查工作。

藏金阁物管公司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港宁路的重庆市藏金阁电镀工业园。藏金

阁物管公司自经营以来多次、持续性地向外环境违法偷拍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

标的废水，废水中锌、镍、铜、铬的浓度严重超标。

2013 年 12 月，藏金阁物管公司与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首旭环保公司”）签订电镀废水处理委托运行承包管理运行协议，在处理废

水工程中，首旭环保公司利用弃用的 1 号调节池有渗漏的情况，多次将未按规

定处理达标的电镀废水通过 1 号池偷拍至外环境。2016 年 5 月，环保部门检

查发现该排污行为，经监测 1 号池渗漏的废水中六价铬浓度为 6.10mg/L，总

铬浓度为 10.9mg/L，分别超过国家标准 29.5 倍、9.9 倍。

除此之外，2016 年 5 月，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发现藏金阁物管公司将 1 号

综合废水调节池的废水通过 120mm 口径管网未经污水处理站总排口直接排入

港城园区市政废水管网进入长江，其总铬浓度超标 54.5 倍、总锌浓度超标 189

倍、总铜浓度超标 53.4 倍，总镍浓度超标 81 倍。2016 年 7 月 12 日，重庆市

环境监察总队发现藏金阁物管公司将含铬废水和综合废水混合处理，生产工艺

发生重大变化，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2016 年 12 月经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对首旭环保公司及直接负责污

水处理的三人犯污染环境罪行为，处以有期徒刑 6 个月至 9 个月不等，并处罚

金。

现两江已完成对藏金阁物管公司现场调查，信息公开申请工作，并着手对藏

金阁物管公司和首旭环保公司提起环境损害赔偿公益诉讼。

https://www.baidu.com/link?url=_R5ccGlZxb5TgGMEM8buouf1xFH91vqE-yhpio6ZHxi6Vw287VSDbHw8ZL8gZDMo&wd=&eqid=b2b06be0000000df0000000558d099c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_R5ccGlZxb5TgGMEM8buouf1xFH91vqE-yhpio6ZHxi6Vw287VSDbHw8ZL8gZDMo&wd=&eqid=b2b06be0000000df0000000558d099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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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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中旬，专题组与财新传媒记者一同前往河北省石家庄、辛集、无极、深

泽等地调研皮革污染治理、滹沱河整改工程等情况。

在辛集市，专题组工作人员拜访了辛集环保局，在其污防科科长、制革园区

分局局长的带领下，参观了污泥堆场整改场地、辛集市水处理中心，以及制革

企业“宏四海”的企业自建污水处理厂。

在此次调研中发现：

· 滹沱河自石家庄以东，已经丧失了河流功能，常年河里 90%流淌着污水。

一是因为上游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的修建，使得下游河道很少有新鲜来水。

二是沿途均为高污染企业，多化工、皮革、医药等，多年污水直排河道。

· 自 2016 年石家庄开始耗资甚巨，开始滹沱河河道整治工程，并在沿途城市

如藁城、晋州、无极、深泽边上，修建生态湿地——将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

至人工湖，养上芦苇、鸭、鱼等，进一步生态降解，以期拯救滹沱河。

· 辛集和无极皮革业从 1980 年代开始发展，经年累月直排，废水中含铬、汞

等多种重金属，有机物。自 2013 年左右，两地开始又一轮“环保风暴”，要

求企业必须自建污水厂，多重处理，五水分流，方可排放。目前辛集市水处理

中心正在升级改造，至 2017 年 6 月完成，在此之前，COD 基本仍维持超标排

放的现状。

· 石家庄东部县市村民基本都怀疑饮用水已被污染，池水井深普遍超过 300

米。辛集制革园区边上的锚营村、撒马营村，村委会还自己出钱，购买安装了

饮水净化器。

· 两江综合调查组自 2015 年开始持续举报辛集市北部农村的渗坑排污，已见

成效，目前举报过的大多数渗坑，已经被推平、恢复原状。辛集市环保局向两

江工作人员解释，目前所有皮革企业均集中在园区，园区外严禁任何染指皮革

作业，那些渗坑主要是酸洗作坊，用来漂白废旧布条，坑水主要是次氯酸钠浓

度高。

· 两江与河北本地环保组织“绿行太行”关注、并举报多次的皮革园区污泥

堆场问题，已开始逐步解决。污泥堆场最东边的一片约 6 万平方米土地，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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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检测，已经受到污染，目前修复基本完成，花费 2 千万元。但附近还有

更多块、更大面积的污泥堆场毫无整改痕迹，修复费用或将以亿计。

两江与“绿行太行”将继续跟进该地污染整治以及环境修复进程。

此次调查详情已由财新周刊

2017 年第 10 期 ，3 月 13 日以

封面报道的形式予以报道。详情

见下文“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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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封面报道 | 环保还债时刻

2017-03-13 周辰 孔令钰 财新网

2017 年 2 月下旬，“雨水”节气刚过，河北省深泽市高庙村 65 岁的薛加

民在滹沱河北岸的河滩上锄地。他连续五年向政府申请打新井无果。他告诉财

新记者，浇地井深近百米，水不行，抽上来的水有黑沫子，全是滹沱河污水渗

下去的，用这井水，会浇死玉米。

沿河向下游走，距离老薛的玉米地大约 100 多米处，财新记者看到，一群工

人将抽水管送至河底，打开泵。伴随着轰隆声和烧柴油的气味，管子这头突然

涌出浓黑腥臭的水，像墨汁。很快，黑水蓄积在铺了防渗膜的土坑中，工人们

撒药粉，用机器搅拌。掺了药粉的黑水，从另一根管子中流回河道。

这是 2016 年河北省启动的滹沱河治理工程的一段。在场工人解释，过去污

水直排河道，这黑水是积存 20 多年的污水“老卤”，如今他们正在掺加某种

物化凝聚剂，据说可以快速凝聚、分离污染物，螯合固定重金属和部分有害盐

类，使得黑泥“就地消解”，污水变清。

这是一项浩大复杂的工程，而这仅仅是河北省石家庄以东一带环境治理的一

小部分，代价沉重而艰难。

“你说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在整改，但实在是要还的债太重了。”在财

新记者走访期间，滹沱河沿岸城市的多位环保局官员表达了类似感慨。

“还债”，这两个字给财新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只有当地身临其境的人才

能体会到，在这两个字的背后，30 多年来，石家庄东部地区经历了何等深重的

环境灾难。

何时能真正修复这片被严重污染的土地，没人说得上来。

……

重债·河道

然后，时至今日，当地人连二三百米深的饮用水井都怀疑。100 多米深的耕地用井，没

人敢喝。李绍州说，有次在地里干活，渴得不行，忍不住喝了一口浇地井水，嗓子眼呛得

难受。目前齐洽村村民也在喝自来水管里的深井水，但是不少人还是不放心，选择自购矿

泉水。

重债·渗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Y2NzgwMjU0MA==&mid=2650114152&idx=1&sn=b29d9b7564f5d1962d421b61e4ac783f&chksm=af3db0ab984a39bd4a6d1e89c9673bc4468b1ff115b734e20c632cbdc4712c5e89ff158cad6a&mpshare=1&scene=1&srcid=0313Nnn94dz9uHlJ61kEXTsI&pass_ticket=nxS59lKIdGS4abFh4xQt7YvzEgho9XAPkDhzjsA91P/AfVN+K2WN3fTCaD6iuR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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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汪村皮革工业园区建成之后，园区内的制革厂挖了面积更大的渗坑，让污水慢慢蒸

发，同时一层层渗入地下。一个渗坑被废渣填满后就再挖一个，到了下雨天，黑色的污水

浸没了村庄的道路。路过的牲口“毛都被污水烧秃了”。此后，村民们开始修建水渠，将

污水排到滹沱河里。

重债·饮水

在 2013 年 9 月和 2014 年上半年，央视记者分多次对磁河上游无极县的皮革废水进行

了监测取样送权威部门化验得出结论，皮革废水与附近村庄被污染的“黑井”污染物成分

相符，对当地水质和土壤已造成严重污染，多项指标超标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债从何来

“以前人们的环境意识很弱，根本不懂制革污水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很多制革厂都将污

水直接排到地里浇田灌溉，我们最初也只是在地里挖个坑，把废水都排到坑里集中起

来。”辛集最大的皮革企业——东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少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

锚营村的董老汉也向财新记者感叹，以前有人为了省钱，用制革园区排在渠中的黑水浇

地，麦子浇两水就死了。

还债艰难

问题不止这一个。污水厂排放不达标，污泥处置更是难题。制革园区的污水和污泥问

题，仅说明环保局现在被历史欠账塞了一手烂牌。这还是明牌。而不为人知的、悄然进行

的排污，则是更令人头疼的暗牌。

旧债未了，勿负新债

赵旭表示，由于环保部门在执法权力与技术手段方面与公安部门有很大差距，要查处这

些埋藏在地下的暗管并非易事。为了采样取证，他经常大冬天与同事们裹着破棉被蹲在臭

水坑边等着管子冒泡，老鼠哧溜哧溜从身边跑过。

“如果能辞职，我肯定不干了。”类似的话，是不少基层环保工作人员的心声。

扫描二维码，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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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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江执行金额

2017 年 02 月 2017 年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781,875.10 888,897.38

收入（小计） - 247.04

捐赠收入 - -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 247.04

支出（小计） 101,880.57 209,149.89

业务活动成本 100,806.55 207,001.85

管理费用 1,074.02 2,148.04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679,994.53 679,9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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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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