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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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背山面海，是我国的产业大省。福建沿海化工、印染、电镀发达，内陆

的木业、水泥产业也较集中。制革业，包括合成革制造，在福建也有大量分

布。印染电镀主要集中在福州长乐、泉州晋江、泉州石狮、泉州南安、厦门等

地。制革主要分布在漳州漳浦、泉州晋江、南平蒲城、宁德福鼎等区域。水泥

主要分布在龙岩、永安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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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两江对福建产业集中地区开展了环境调查，调查中发现仙游经济开发

区（枫亭）、晋江东石镇、南平邵武下沙镇、永安尼葛工业园等地有严重的废

水污染问题，邵武下沙镇、尤溪城关工业园等地有大气污染问题，长乐江田

镇、晋江深沪镇东海安等地固废污染严重。

（仙游经济开发区枫亭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棕褐色废水）

两江将部分企业污染废水取样送检，在取得检测结果后就调查发现的问题向

环保部门反映，并视情况采取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等进一步措施推动污染治理

和环境改善。

（晋江市深沪镇东海安工业开发区在海边露天堆放的工业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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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调查跟进：

重庆 3 月初，两江将锰三角调查发现的环境问题向重庆市环保局反映，污染企

业重庆秀山县天雄锰业公司已得到当地环保部门查处。其超标排放废水的问题

已被移交当地公安机关。

湖南 湖南省环保厅反馈收到了两江就锰三角调查中发现污染企业的举报信

件，两江将跟进省环保厅对举报企业查处情况。

四川 3 月，两江在四川的攀枝花进行回访调查，调查中发现两江在 2016 年

10 月举报的大部分污染问题已经得到了整改。现存问题为：仁和辖区内灰老沟

泥浆水排放问题，红杉钒制品有限公司外墙大量固废随意丢弃，攀钢偶有黑烟

散排。此次回访调查得到攀枝花市环保局的大力支持。两江也将持续进行回访

监督，与攀枝花市环保局加强合作，推动攀枝花环境污染企业的彻底整改。

（攀枝花仁和区马店河附近泥浆水恢复清澈）

云南 2017 年 3 月 10-15 日，两江联合昆明慕水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云南

当地环保组织）在云南开展了回访调查，调查中发现两江在 2016 年 10 月调查

举报的大部分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存在，如曲靖部分企业的大气污染、陆良神虹

化工的碱性渗漏液和土壤污染问题未见明显改善。

在此次回访调查中，两江也专程前往云南省环保厅拜访，与环境监察总队的

工作人员就两江两次调查的情况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希望省环保厅加大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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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查处力度，让污染问题得以彻底整改。两江已将此次回访发现的 10 个

环境污染问题书面向省环保厅进行了举报，并将持续跟进污染问题的整改。

上图：2016 年 10 月曲靖盛凯焦化的黑烟

下图： 2017 年 3 月看到的盛凯焦化的黑烟、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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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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13 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两江诉重庆藏金阁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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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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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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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起诉书中，两江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

为；恢复原状；承担因其违法排放污染物对土体和水环境造成的损失；在省级

及以上媒体向社

会公开赔礼道

歉；以及承担本

案诉讼、检验、

鉴定、专家证

人、律师及诉讼

支出的费用。

日前，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

已按规定对这起

环境公益诉讼进

行了公示。

（http://cqyz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3/id/26273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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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化工园区环境现状调查

江苏是中国化工产品生产大省。其中农药、染料、中间体等高污染项目，自

本世纪初逐渐从苏南转移到苏北地区，尤以连云港、盐城这两个沿海城市化工

项目最为密集。2016 年 7 月 15 日，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江苏省开展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了督察意见，点名“两灌”化工园区：“灌云县临港产业区

化工集中区现有 125 家企业，全部为规划环评明确禁止、限制或严格控制的农

药、染料、中间体类项目。灌云县临港产业区、灌南县化工产业园区企业违法

排污问题突出，周边地表水污染严重，七圩闸和大咀大沟化学需氧量分别超过

地表水Ⅳ类标准约 50 倍和 8 倍。”

3 月，两江走访了江苏省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宿迁的化工园区。调

查发现约半数化工园区正在整改，对园区内的沟渠进行清淤，并新建排水管

道，如徐州新沂市唐店化工园区、连云港堆沟工业园区，对园区沟渠挖至 1~2

米深，都是黑色泥浆，伴随着刺鼻的味道，这些都是过去从园区各种排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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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 其中新沂市唐店工业园区在此次整改中，要求所有的污水管线必须

布设在地面，便于环保部门监管，避免偷排漏排。连云港沿海工业园、燕尾

港、堆沟港化工园区周边村庄正在进行大面积的拆迁，以解决化工园区与村民

的矛盾。

总体来讲，本次苏北化工园区调查相较于 2016 年调查，在废水废气排放方

面有较大的改善。但化工园区对外来人员仍保持高度的防范，如宿迁生态化工

产业园，2015 年两江工作人员在这里调查时，曾遭到园区工作人员阻挠、破

口大骂、出言威胁，并被强行带到管委会办公室扣押半小时，随后两江向省环

保厅反应此事，宿迁市对责任人进行追究，并解除了两个当事人的工作关系。

这次我们在宿迁生态化工产业园又遭遇敏锐的“侦察”——车刚开进园区，停

在河边，就有保安过来盘问做什么，并跟车直到我们离开园区。

两江专题组将继续关注跟进江苏化工园区污染整改情况，并对江苏化工行业

的产业转移保持跟进，对化工行业的产业转型保持推动。

华北地区渗坑及水污染调查

在河北、天津周边地区，分布众多金属加工、小化工企业，其中部分企业长

期游离在政府监管之外，废渣、废水偷排问题严重。

（河北廊坊化工废水渗坑，占地约 15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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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两江在河北、天津两省（市）又发现数处废水渗坑和废渣，渗坑废水

颜色多呈铁锈红或乌黑，而且就分布在农田当中。两江已向环保部门举报这些

污染场地。

（天津酸洗废水渗坑，水质呈强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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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邀约

河北滹沱河创作计划征集伙伴

滹沱河全长 587 公里，是海河三大支流之一，是河北平原的缔造者之一。其

发源于山西忻州繁峙县，流经山西、河北和天津，被称为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的

“母亲河”。

据石家庄地方志，滹沱河曾经“雨季水势一望无际，旱季沙洲浅滩罗织，沿

河渡口轻舟横渡，上下游则风帆相济。时至民国，河中船舶 500 有余，往来于

正定高家营、深泽乘马等码头……河内鱼虾鳖蟹成群，水面天鹅鱼鹰游弋，两

岸飞禽走兽栖息，河滨之地绿草繁茂，间杂牛羊……”

（石家庄附近的滹沱河，挖沙形成的一个个沙坑，雨后便是这种辽阔的“沙山

湖泊”）

如今这些在当地人看来，已是不可想象的画面。滹沱河的近三分之一流经石

家庄、衡水地区，这里河段已基本断流，除了一些采砂深坑还可存少许水，其

余河道皆干旱如西北沙漠。曾经是石家庄阻挡北方沙尘屏障的滹沱河，目前不

仅没有成障碍，反而成为城市沙尘污染的重要源头，沙尘量占石家庄城区总悬

浮颗粒物的 29%。

比这种沧海桑田之巨变更让人心惊者，是高浓度污水直排河道。河道已经干

涸，所以河里流淌的基本都是污水。由于河床多砂性土，污水经年累月下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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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和地下水已造成深重污染。据央视 2014 年报道，以及当地许多村民口

述，现在春耕，从深约 100 米灌溉井抽上来的水，经常是黑色或者鲜红色，要

放好一阵子，才会变成成透明的水色。

我们也正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还这笔债......

现在，我们希望通过展示滹沱河的命运，让更多人关注河流生态健康。

当然，滹沱河本身具有很强的画面故事感——自源头以下，流经四种典型地

貌类型：山间盆地、山地、丘陵、平原。如今在上游地区的部分河段，有着丰

富的人力与河流交互的故事性画面——高山峡谷之间还能见到河流奔淌的景

象，同时这些河段上，亦可见密集的小水电站、采砂场。

关于滹沱河，如果你也有兴趣，也有关于她的文字、影像记录，欢迎有兴趣

者联系合作。

联系人：小玉

邮箱地址：konglingyu@gzc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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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重庆市 2016 年环境执法信息分析报告

为更全面地了解重庆环境违法、执法现状，更有效地参与环境保护工作，

2016 年，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共收集环境执法信息（包括行政处罚、

查封扣押、限产停产决定书等）3045 条，约占实际产生量的 86%1，并对其进

行了整理、分析。

在信息公开方面，从收集数据可以看出，执法信息的整体公开情况较好。

2016 年重庆市 41 个环境主管单位共公开 3045 条执法信息，涉及 2331 个

企业或个人。其中出现两次以上的企业或个人共计 347 个，考虑到可能对同一

违法行为进行罚款及责令改正，出现三次以上的企业或个人共计 123 个，占比

约 5.3%。

在公开的涉及环评违法的 872 条处罚中，仅 26 条适用的是《环境影响评价

法》第二十五条，主要由合川、黔江、沙坪坝、永川环保局做出。

各区县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标准不一，新环评法规定的“恢复原状”罚则仅北

碚区及永川区曾适用，但执法对象皆为个人。

以上内容节选自分析报告，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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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2017 年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679,994.53 888,897.38

收入（小计） 151,979.23 152,226.27

捐赠收入 146,421.37 146,421.37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5,557.86 5,804.90

支出（小计） 101,775.40 310,925.29

业务活动成本 100,701.38 307,703.23

管理费用 1,074.02 3,222.06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730,198.36 730,1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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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