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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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继 2015 年 7 月、2016 年 8 月后，2017 年 4 月下旬，两江第三次赴贵

州展开工业污染调查。此次调查主要集中在铜仁、黔东南、贵阳、安顺、六盘

水、黔西南、毕节、遵义等地。调查发现：

1、之前举报的部分企业污染问题已经整改或正在整改中。包括遵义天磁锰业

（集团）亿方有限公司渣场、凯里市凯荣玻璃有限公司废气、毕节明钧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废气、中铝贵州渣场等；

2、部分污染问题依然存在。如水城县鑫新碳素有限公司的废气、凯里市鱼洞河

流域的煤矿废水等，关于煤矿废水，此次又调查了黔南州都匀市杨柳街河流

域、贵阳市久安乡等地，各地污染程度、治理进程不一，（详见后文《凯里、

都匀：煤矿废水治理的艰难样本》）；

3、新发现企业污染问题有：贵州凯里闵源锰业有限公司、水城钢铁有限公司炼

铁厂的散排问题等。

两江已将调查发现污染问题书面举报至环保部、西南督察中心、贵州省环保

厅，跟进相关污染问题整改进程。

（整改中天磁锰业（集团）亿方有限公司渣场）



3

重庆 本月两江集中在长寿、江津、九龙坡、荣昌四区县展开污染调查，回访

过往举报过的重庆和友碱胺实业有限公司、三峡水务长寿排水有限公司等企

业；对 2016 年重庆市环保部门执法次数较多的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广福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永恒玻陶工艺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走访，暂

未发现企业污染现象。

前期调查跟进:

贵州 西南环保督察中心就两江举报的松桃锰业污染问题邮件回复两江，称已

将问题转交给即将进驻的中央环保督查组，并附 2016 年举报的云南及四川污

染问题查办情况。

福建 福建省环保厅及其监察队工作人员就举报问题来电了解情况，表示感谢

两江对福建环保问题的关心，愿进一步沟通，推进污染问题解决。

重庆 长寿区公安局来访两江，就重庆龙瑞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向两江工

作人员调查取证。

安徽 两江从 2014 年开始连续三年在安徽省开展环境污染调查，并将发现的污

染问题反馈给省环保厅，推动污染问题的整改。2017 年 4 月 10-15 日，两江

联合芜湖生态中心（当地环保组织）又对历年举报中的部分重点环境污染点

（主要是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进行了回访调查，调查中发现部

分问题存在整改不到位、不彻底，甚至没有整改的现象。发现主要还存在问题

的是废水污染（如天门山污水处理厂排出的废水、当涂第二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排放污水、铜陵群利码头二冶排污口排放棕色污水、铜陵瑞莱科技排口的废

水、池州东至香隅化工园的废水污染、）和渣场污染（如芜湖市华诚混凝土公

司西南侧池塘内渣场、安达矿业加工厂废矿渣场、安庆市环保污泥处理新型建

材厂西南侧的渣场等）。

在完成调查之后，两江也专程到安徽省环保厅与环监局负责的同事就两江此

次调查的情况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希望所举报的问题得到彻查和整改。之后两

江将此次回访仍然存在的 12 个问题向有关环保部门进行书面举报，同时将持

续跟进污染问题的后续核实和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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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6 年调查发现铜陵群利码头二冶排污口排放棕色污水，直排长江）

（下图：2017 年调查发现铜陵群利码头二冶排污口排放棕色污水，依旧直排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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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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茂名中院”）就本案组织召

开庭前会议。4 月 26 日，茂名中院召集原被告双方并邀请阳江市高新区环保分

局、阳江市高新区农村事务局、阳江高新区政务中心等领导，开展了现场勘

查，现场勘查了涉案 5 个现场位置并进行了书面确认。随后于 4 月 27 日组织

原被告召开庭前会议，确认原被告身份、庭前交换证据和征求和解意见。

鉴于一次性提交的证据过多，经原被告双方共同商议，一致同意在 5 月中旬

双方提交书面质证意见。

（现场勘查，确认污染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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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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零排放”工业废水专题调查跟进

----榆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建成 4 年仍未验收，“裸奔”运行

2017 年 4 月下旬，专题组继续跟进榆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裸奔”运行

一事。所谓“裸奔”，是指该污水厂自 2013 年底建成后，一直未进行环保竣

工验收，至今仍是违法运行。

陕北是国家四大煤化工基地之一，其中榆横工业园区有延长石油、兖矿煤制

油、凯越煤化等化工企业。榆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作为园区仅有的污水处理

厂，其承担了园区大部分企业的污水处理工作。榆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于

2013 年年底建成，当时声称“处理后的中水 90%回用到园区各企业，10%蒸

发结晶，实现零排放”。

（榆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图片摄于 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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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环保部公布重点环境案件处理结果，发现该污水厂仍未通过环

保竣工验收。

2016 年 8 月，两江在实地调查时发现榆横工业园污水处理厂附近又新增加

两个蒸发塘，正在建设。

2017 年 4 月，再次回访的时候，新建蒸发塘已经竣工，榆横工业园污水处

理厂大门紧锁，无法入内。目前已经通过 BOT 模式交给万邦达管理运营，但是

污水厂仍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目前园区内有四五家大型煤化企业，全部是排

到污水厂。也就是说，近五年来，该园区的污水处理系统一直是非法运行。

榆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建成 4 年仍未验收，“裸奔”运行，令人瞠目。专

题组就此拜访了榆林市环保局。该局环评科负责人详尽地解答了榆横工业园区

污水厂一直未能竣工验收的原因：2013 年管委会建设污水厂时，没有经验，

设计处理系统在运行后才发现，达不到设计参数，例如，预测蒸发量一天几十

厘米，实际上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蒸发塘后面还有一个蒸发结晶系统，也一

直不稳定。目前只能是用池子勉强装水，快达到警戒水位时，就令企业限产。

目前该污水厂的出路，只能是重新论证、招标，采购新设备，相当于之前所做

推倒重来——如此一来，不知竣工验收何年何月。

西北工业废水“零排放”三年调查回顾——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蒙西高新技术工业园，蒸发塘 14 个，这组池子异色、恶臭明显。

摄于 2016 年 8 月。)

西北地区工业水污染风险仍在持续。“零排放”践行已约 10 年。环境风险

一直存在。原因有二，一是项目选址失当，二是政府监管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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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失当，是指在没有排水条件的、西北生态脆弱地区布局工业项目。过去

10 多年间，东南沿海省份的重污染企业纷纷迁往西北地区，加上内蒙古、新

疆、宁夏、陕西等富煤省份出台两个 50%政策，即为配置煤炭资源中 50%就

地转化。于是高污染企业成片兴起，仅内蒙古，2000 年后建立的以煤化工为

主导的工业园区就超过 15 家。

但是，这些地区地表水匮乏，近年黄委会已经严格限制在黄河设排污口。一

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摆在地方政府和企业面前：如何在不可能排污水的地方，发

展高污染工业？“零排放”概念由此催生而出。只有在设计时，将项目吹嘘称

“零排放”，环保部门才肯放行。

业内专家直言：“‘零排放’就是多个利益集团编出来的神话，谁都认为难

以做到，但不提这个，项目如何上马呢？”

两江从 2014 年开始，持续调查西北地区零排放项目的废水处理进展。当时

内蒙古环保厅已经发现由于无法排水而持续回用、产生的高浓盐水，成为巨大

的环境隐患，并发文《内蒙古自治区高盐水污染防治指导规范的通知》（内政

办发【2014】38 号）。

直到 2014 年 9 月，内蒙古阿拉善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被曝光，蒸发塘这块

“遮羞布”才彻底在公众面前被揭开。在此之后，借力于媒体持续曝光，环保

部调查和监督，内蒙古、宁夏、陕西地方政府才开始实质整改。

从 2014 年到 2017 年，两江持续回访上述地区。一方面，这三年间蒸发结

晶等零排放技术在工程化方面有所突破，多家煤化工企业宣称成功分盐，在产

业界看来零排放前景可期。另一方面，这些已经在运行的零排放项目，很多仍

存未批先建、违法排污、溃坝、污染转移、生态修复缺失等监管难题。

并且这些难题就在当下，难以化解。例如榆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明明

“裸奔”四年，但政府一句“污水厂停了，园区企业怎么生产呢”，就可以让

这个残局持续。其思路很清楚：再大的环境问题、监管失责，都必须给企业开

工让道。

如果说把过去 10 年西北地区工业零排放看做一场空前巨大的实验，那么这

实验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既无科学规划，又无对环境和周边居民

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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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渗坑专题调查跟进

（河北大城县工业废水渗坑）

3 月，两江在河北、天津两省（市）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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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两江向环保部举报

渗坑污染场地。4 月 19 日，环保部已分别与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成立联合

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分别要求天津静海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河北大城县政府

及相关部门立即对渗坑水体、土壤及周边地下水开展监测，制定整治方案，加

快治理进度，减轻对周边环境影响。同时，环保部对相关渗坑污染问题挂牌督

办。

此次河北、天津渗坑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两江也将继续跟进渗坑污

染问题的整改。



10

工作随记

凯里、都匀：煤矿废水治理的艰难样本
文：天然

在凯里和都匀，煤矿废水污染早不是什么新闻，当地媒体把被煤矿废水污染

的河流叫做“小黄河”，还发明了专用词“山青水锈”，老百姓数十年间在河

边劳作，习以为常。在凯里，站在鱼洞河汇入重安江的小江口大桥上，两侧河

水颜色分明，从桥下汇合而去，景观别具一格。桥边的居民告诉我们，这些水

几十年了，从哪儿出（来）的他都知道，以前还带过北京来的治理专家考察现

场。

（凯里小江口大桥俯视图，左侧为鱼洞河，右侧为重安江）

凯里市鱼洞河：三年举报，治理点位一减再减

凯里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域内鱼洞河又叫平路河，经万潮

镇、龙场镇在江口大峡谷汇入清水江支流——重安江，属于长江上游沅江水

系。鱼洞河流域喀斯特地貌发育成熟，龙场镇附近的鱼洞溶洞为当地著名景

点，深约八千米。但正是这样的地质条件，让废水污染治理变得更加棘手。

两江是从 2015 年开始发现并举报这些废水污染，最初是在卫星地图上发现

河是黄色的，到了现场检测水是酸性。举报后贵州环保厅回复称是附近的废弃

煤矿出水造成。查阅资料得知：贵州煤矿含铁量较高，煤矿无序滥采导致煤层

破坏，生产及关闭时环保缺位，酸性高铁离子矿井废水大量涌出，废水中的二

价铁离子经氧化后转变成三价，导致河水变黄，沉积后河床也黄了。至于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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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则来源于废水中的硫，“煤矿在开采过程中,由于煤矿及其煤矸石中伴生有

硫化矿物(如 FeS2) ,硫化矿物的氧化作用则形成酸性矿山废水”。

除了矿井废水，两江在该流域多处看到露天放置的矸石及尾矿堆，其淋滤水

也是废水来源之一。

（鱼洞河沿岸，废弃煤矿渣堆沿河堆放）

煤矿废水无疑也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2008 年一份名为《凯里地区煤

矿废水污染分析及为微生物处理试验研究》中指出，通过对凯里重安江上游煤

矿地区河流—土壤—植被的取样调查发现，采样河酸度大，重金属元素含量

高；土壤日趋酸化，总铁达到极端超富集状态；植物样本和蔬菜也受到了煤矿

废水重金属影响。近十年过去了，当时生产的煤矿已相继关闭，2017 年 4 月

调查后，为确认环境现状，两江向凯里市环保局申请了“鱼洞河片区地表水监

测数据”，凯里市环保局随即公开的 2017 年 4 月 20 日做出的报告显示：“鱼

洞监狱”“河口”两点位的铁含量分别为 1.16mg/L 和 5.5mg/L，分别超出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3.8 倍和 18.3 倍。“河

口“点位锰含量为 0.19mg/L，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Ⅲ类标准 1.9 倍。

两江于 2015 年 10 月收到贵州省环保厅针对两江举报的回复，称 2007 年省

政府就将鱼洞煤矿列入限期治理项目，2008 年省环保厅、省监察厅联合对其

进行挂牌督办，2009 年省环保厅、省监察厅又对整个流域煤矿治理进行挂牌

督办。回复还称当地拟建煤矿废水处理站 10 座，收集处理煤矿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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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16 年 10 月，两江回访举报问题时，发现污染依旧，治理并未启

动，与环保厅相关人员交流得知：申请的中央环保专项资金 2700 万已到位，

实施方案已于 2016 年 7 月通过省环保厅专家审核，拟建煤矿废水处理站 5

座，年底前开工。

（上图：两江在凯里王家寨附近发现的酸性废水坑）

（ 下图：凯里桃子冲附近煤矿废水流入平路河）

2017 年 4 月，两江第三次回访该流域，除了溯源找到了煤矿废水的源头，

调查了新发现的污染点位之外，也在两地看到了废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后两江

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搜索凯里市环保局官方网站得知，预计建设的 5 座处理站

环评已于 8 月公示并通过，但实际投产建设的只有 3 座。环评中显示：因为前

期调研正值枯水期，设计处理能力较低，但丰水期出水量比枯水期高出太多，

前期已申请资金只够建设 3 座。当然，关于建设方案变更也有不同的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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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愿具名的环保部门人员称，方案可研时，环保部门会同当地工信部门、水

务部门调查现场，发现另外两座选址有问题，一方面是离河道太近，另一方面

是出水点偏远，道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保证不了，施工不便。

从 10 座到 5 座再到 3 座，数量变化及治理方案的一再“调整—报批”，导

致治理缓慢。2016 年贵州省环保厅发布中央环保专项资金实施情况通报，鱼

洞河流域煤矿治理被点名批评，称“黔东南州凯里市鱼洞河片区无主煤矿废水

处理实施方案反复变更，影响工程进度”。

都匀市杨柳街河：十五年治理，铁含量仍超标百倍

如果说凯里鱼洞河的治理还是走在效果未知的路上，那都匀市杨柳街河治理

则是屡战屡败。

（都匀菠萝冲矿区：酸性废水从马路一侧流出）

都匀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域内杨柳街河是剑江河上游主要支流，与

鱼洞河一样，后汇入清水江，同属于长江上游沅江水系。巅峰时期流域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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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00 多家煤矿，倍受煤矿废水之患。两江此次调查发现的菠萝冲煤矿废水污

染曾被当地媒体多次报道。2004 年，都匀市投资 240 万元，建张家山、菠萝

冲两个污水处理站。但由于设计上的局限，致使 2007 年 6 月汛期到来时，剑

江河污染反弹。 2008 年和 2009 年，都匀市多方筹资 700 万元，对两污水处

理站进行技改，提高处理能力，并通过省、州环保部门的验收。2012 年 7 月

雨季，剑江河从杨柳街河汇入处开始又变浑浊，当时有记者探访菠萝冲煤矿污

水处理站，看到大门紧闭。菠萝冲煤矿相关负责人称：煤矿因技术性整合从年

初已经停产，煤矿过往每月至少投入 10 万元运营该污水处理站，停产后没有

资金支撑，污水处理站随之停用。

（菠萝冲矿区出水点下游约两公里处，黄色河水从修葺一新的河堤穿过）

此次两江调查发现，菠萝冲矿区问题依旧，出水呈强酸性，PH 值在 2-3 之

间，标有菠萝冲煤矿污水处理厂的厂房大门紧闭，设备锈迹斑斑，黄色废水蜿

蜒而下近三公里。2015 年黔南州环保局曾组织人员赴杨柳街河片区调研，发

现其废水“酸性强，PH 值在 2.5 左右，铁含量高，含铁 400 至

1400mg/L”。这一结果与两江此次所见接近, 铁含量按上述指标范围取平均

值，仍超出《煤炭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426-2006）中“现有生产

线标准”达 128.5 倍。

废矿林立，遗留环境隐患

贵州素有“江南煤海”之称，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 2016 年年报显示：2015

年贵州煤炭资源保有量约 653.99 亿吨，位列全国第五。资源给当地带来了财

富的同时也带来的问题。非法滥采、过往环境意识低下，引发煤矿废水污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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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破坏严重。更需要注意的是，诸多规模较小或非法开采煤矿在过去十几年

的产能调整中被大规模关闭，成为废弃煤矿，残留污染隐患。据不完全统计，

2014 年-2016 年三年间，贵州累计关闭煤矿 500 多家，涉及产能 6000 万

吨。其中，2015 年关闭 200 家，居全国第二位，占比近五分之一。从十一五

开始，国家性的煤矿关闭工作就已经展开，预估废弃煤矿存量应几倍于此。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 2016 年底编制完成的《贵州省矿山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

调查报告》也侧面反映了矿山开采的环境隐患，报告称：“截至 2016 年 6

月，该省共发现各类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1165 处，占用和破坏土地 498.4 平方

千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2 亿元；该次调查到的 2535 处尾矿库（坝），累

计积存煤矸石及废石堆 3.56 亿吨”。这些尾矿库和煤矸石存量如此巨大，管理

不慎极易成为环境风险。

“回到绿水青山需要金山银山”

面对存量如此巨大的“污染遗产”，地方政府不仅要从历史惯性中抽身出

来、决意突破，更要面临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的考验。凯里市环保局针对两江

申请“鱼洞河流域无主煤矿酸性废水实施方案”的回复中称：“由于资金有

限，该项目仅对流域范围内 3 个出水点进行治理，而流域范围内有上百个煤矿

废水出水点，需对全流域进行治理，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下一步我市将实施鱼

洞河流域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计划实施鱼洞河流域无主煤矿废水治理（二期）

工程、河道清淤底泥疏浚工程、流域范围内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河道清淤及生

态修复工程等，目前正在编制实施方案，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对全

流域的治理，确保鱼洞河水环境质量稳定明显改善“，凯里市环保局相关工作

人员称：鱼洞河后续的治理可能改由工信和水务部门牵头，所需具体资金数量

尚未确定，初步估计超过数亿，且部分废水处理工程完工后，年运营资金或超

过千万。

都匀市针对剑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三江堰水生态保护滨河景观工程已经完

工，该工程在杨柳街河、茶园河、摆楠河交汇处建立拦河堰工程，将杨柳街河

来水沉淀，以控制污染范围，工程总投资为 4 亿元，其中拦河坝投资 0.8 亿

元。据工程负责部门——都匀市水务局相关工作人员称，他们也在进行“杨柳

街河综合治理工程”，其具体施工方案、施工工期、所需金额尚未可知。

就在此文撰写期间，国土资源部等六部门召开了绿色矿山建设部署会议，国

土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介绍称，目前我国矿山资源开发利用还比较传统粗放，

生态破坏、环境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据凌月明介绍，全国固体废渣积存量超过

480 亿吨，矿山废水年产出量超过 110 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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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已存，治理并非短期内可以完结。除继续跟进治理进程、举报问题外，

两江建议政府环保及相关部门：

法律的执行方面，要充分吸取历史教训，从治理成本的视角出发，大幅度提

高企业的违法成本。

治理推进方面，第一、实事求是地对现存问题展开调研，摸清污染现状；第

二、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并加强信息公开，保证社会监督；

第三、明确治理权责，责任到人，减少资金浪费。

环境安全方面，加强对风险点位周围环境质量的监测频率和密度，制定汛期

及突发气候、地质问题特别应对策略，保障周围居民用水，尤其是饮用水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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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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分类
两江执行金额

2017 年 04 月 2017 年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730,198.36 888,897.38

收入（小计） 1,200.00 153,426.27

捐赠收入 1,200.00 147,621.37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 5,804.90

支出（小计） 144,620.94 455,546.23

业务活动成本 143,546.92 451,250.15

管理费用 1,074.02 4,296.08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586,777.42 586,7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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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