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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花招一抓到底 从严从紧从快处理

环保督察
“
回头看”警示
“
执法越往后越严”

让环保问责
来得更严厉些
为何很多地方置环境和民生

‘
‘

随着中央环 保 督
察组进驻十省份“回头
看”， 多地的环境问题
再次被集中曝光。 面对
各地频出的“花招”，中
央环保督察组“见招拆
招”， 不仅识破了其诡
计，而且在通报中予以
了披露。 生态环境部副
部长翟青对此曾表示：
“绝不允许说一套、做
一套，绝不允许得过且
过、敷衍应对，绝不允
许有令不行、 有禁不
止”。

本报记者 李海洋

于不顾？ 固守旧观念、片面追求经

迹的污泥压滤机始终运行正常，这

济效益、死保 GDP，是这些地方政

7 月 6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

与负责人的说法相互矛盾，且填表人

府和企业的通病。 唯 GDP 论，让

关部门通报称，广西针对中央第五

与填表时间有悖常理， 存在运行台账

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竭泽而渔。在

环保督察组进驻后发现的问题边

造假的问题。 面对大量事实，这家垃

此次环保督察中暴露出了有令不

督边改，截至通报当日，广西共问

圾填埋场的负责人不再狡辩，承认

行、漠视群众、落实不力、应为不

责 75 个单位、253 名责任人， 这其

了污泥压滤机长期没有使用，以及

为、敷衍了事的做法，实则更是一

中有 35 名处级干部。

制作虚假运行记录台账的事实。

种懒政惰政、 失职渎职的表现，是

据悉，自 6 月 7 日中央第五环

制造虚假台账只是部分地方

一种腐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保督察组进驻广西开展环保督察

和企业为掩盖真相、躲避督查而耍

比治理环境污染更重要的是治官。

“回头看”以来，先后到广西 14 个

的“
花招”之一，还有以关代治，以停代

顶风作案的官员要依法问责，

市开展了督察。 截至 7 月 6 日，督

治；指东向西，干扰调查；制造假象，瞒

不能带病提拔。地方官员不能当太

察组共向广西交办信访举报地方虚

天过海……若没有此次中央环保

平官，面对环境问题不作为。

假整改等问题 25 批 3310 件。 这是自

督察组杀出的这个“回马枪”，一些

此前，一则中纪委的通报在网

2015 年开始中央环保督察之后首次启

地方环保领域的阳奉阴违恐怕还

络上流传。这则通报曝光了六起生

动
“
回头看”。 和广西一起被列入第

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自 6 月 7 日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进驻广西开展环保督察“回头看”以来，先后

一轮“回头看”的还包括河北、内蒙

2016 年 1 月，中央环保督察组

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

在河北督察时就发现，邯郸市共有

东、云南、宁夏九省（区）。 目前，各

53 座有证矿山需停产整治、10 座

地的现场督察工作均已结束。

责任主体灭失矿山需绿化修复。 如

云南玉溪一污水处理厂七年

今，两年多过去了，那里的整治情

未建成； 广西南宁污染反弹，38 段

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在江苏

况如何？

水体有 28 段为黑臭……在中央环

徐州市、 宿迁市下沉督察时发现，

生态环境部将此次“回头看”
视为“看病抓药”后的一次“复查”。

环保督察“回头看”
重数据看细节

查当日这台外表干净、没有使用痕

到广西 14 个市开展了督察。 截至 7 月 6 日，督察组共向广西交办信访举报地方虚

及到天津、河北、江苏、安徽、重庆

CNSPHOTO 提供

和甘肃六省区， 被通报人数达 40

假整改等问题 25 批 3310 件。

无所知，履职尽责没有到位。

此轮“回头看”并不像第一轮督察

6 月 21 日，当中央第一环境保

保督察组的通报中有许多诸如此

2016 年被要求整改的江苏泽龙石

那样主要是找问题，而是把第一轮

护督察组赶赴河北邯郸一露天矿

类的数据，并用对比的形式揭示出

英有限公司的酸洗集中点仍存在

督察找到的问题一抓到底。 业内专

山时， 却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陡

了问题的严峻性。

废水随意排放、 污染农田问题，当

家指出，环保督察“回头看”释放出

峭山体仅喷涂带有草籽的泥土，未

在描述河南省信阳市无害化

督察人员次日再次到达现场时，酸

了强烈的政策信号：环保督察越往

见长草迹象，山体下的蓄水池早已

垃圾处理场超负荷运行的情况时，

性废水仍未做任何处理，挖掘机和

后执法越严。

废弃多时， 水池的水管已经破损，

通报提到该场占地面积 260 亩，设

铲车还在掩埋污水渗坑。 通报中点

满眼望去，大片土地裸露，扬尘污

计有效库容约 98 万立方米， 设计

名这家企业“肆意排污”“企图掩盖

染严重……“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每天填埋生活垃圾 350 吨。 信阳市

违法事实”， 并指出地方政府部门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十

修复工作只针对公路旁可视范围

无害化垃圾处理场库容早在 2015

对长期存在的污染问题“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识破地方的各种“花招”
省份“回头看”，多地的环境问题再

内的破坏山体，而没有进行真正的

年就已满，但目前仍在接收生活垃

●截至 6 月 25 日晚，中央督察组共

次被集中曝光。 截至 6 月 25 日晚，

生态修复，标准低、效果差。 ”督察

圾， 实际填埋量已达 264 万立方

不事先打招呼、 不许地方陪

收到群众举报接近 30000 件， 受理

中央督察组共收到群众举报接近

人员表示， 邯郸市矿山整治存在

米，超出了设计库容量 1.68 倍。 通

同、 不让被督察的地方安排车辆，

有效举报超过 23847 件。 而从截至

30000 件，受理有效举报超过 23847

报将垃圾处理场涉及的有效库容

这是中央环保督察组外出巡查的

7 月 8 日的数据来看， 河北被举报

件。 而从截至 7 月 8 日的数据来看，河

同在 2016 年， 第一轮中央环

98 万立方米和涉及的每天填埋生

要求。 或许正是这样的要求，让中

的问题最多，达 4355；其次是黑龙

北被举报的问题最多，达 4355；其次

保督察就曾明确指出：河南全省沿

活垃圾量 264 万立方米展开对比，

央环保督察组获得了大量真实可

是黑龙江，为 4277 件。

黄河有五处国家级和省级湿地自

揭露了垃圾处理场超负荷运行的

靠的数据和细节。 6 月 22 日，中央

谁也没有想到，“回头看”看到

然保护区， 均不同程度存在着生态

问题。

第五环保督察组对广西贵港市开

的场景如此触目惊心：江苏泰州一

破坏的问题。 由此，河南省督察整改方

督察组看到的信阳市无害化

化工废料填埋点存有大量废料，两

案承诺： 要全面排查沿黄河湿地自然

垃圾处理场现状是：“垃圾堆积如

第三阶段督察， 梳理情况， 整理案

年未改却宣布已完成整改；河南信

保护区的生态破坏问题，列出问题清

山，恶臭扑鼻，蚊蝇满天，现场生产

检查当日恰逢雨天，春晨矿业

卷，并开展必要的补充调查取证。 下

阳垃圾处理设施严重滞后，相关部

单，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单位

管理粗放，垃圾车辆没有任何覆盖

公司厂区雨水携带大量含重金属

一步， 各督察组将继续受理群众生

门制作假台账企图蒙混过关；内蒙

和责任人，按期完成整改任务。

措施，所过之处尘土飞扬、垃圾抛

的粉尘，顺着地势流往厂区围墙附

态环境问题信访举报， 并针对突出

古包头市固体废物管理混乱，当地

然而，在中央保督察组“回头

撒严重。 ”而在指出问题的本质时，

近，通过围墙孔洞及墙体裂隙进入

问题或重复举报较多问题开展抽查

整改牵头部门履职不力，“数据打

看”下沉三门峡市期间，对三门峡

通报更是直接 点 名 相 关 单 位 、 企

了外环境；企业还将大量生产废渣

核实。

架”问题突出；江西都昌对第一轮

境内的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业，措辞犀利，直指要害。

随意丢弃在附近的空地上，督察人

环保督察交办的问题整改不力，2.7

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开展现

中央环保督察组在内蒙古自

员用 PH 试纸检测渣堆上的积水

万吨垃圾去向不明，当地水库被当

场抽查时却发现：一些整改措施和

治区呼伦贝尔市下沉督察时发现，

坑，呈明显碱性。 在后来中央环保

成了采石场渣场……

工作部署成为了纸上谈兵，有关部

内蒙古第一大淡水湖呼伦湖问题依

督察组的通报中，不仅有对现场的

江，为 4277 件。
●通报善用数据来说明问题， 措辞
犀利直指要害， 同时还很注重通过
展现细节来突出问题。
●目前， 各中央督察组已陆续进入

“
以关代治，以停代治”的问题。

塘镇发现了多起环境污染问题。

“你们这台压滤机保养得很

门对存在的问题有意放任纵容，甚

然突出，水环境质量没有得到改善。 与

生动描写，还有图片展示——
—既有

至在现场督察中出现指东向西、欺

2015 年相比， 呼伦湖水质在 2016

自然保护区内臭气熏天的粪便收

日前，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组

瞒编造、干扰调查的情况，情节恶

至 2017 年仍为劣Ⅴ类。 水环境质

集池实拍，也有生活垃圾堆场边缘

长朱之鑫在河南省抽查信阳市无

劣。

量“靠天吃饭”的现状并未改变，生

裸露垃圾的近照，还有整个矿区污

态环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染状况的航拍，从而多角度还原了

对于三门峡的通报，再现了部
分政府工作人员欺瞒编造的场景：

同时，当地还存在随意调整变

当督察人员询问养殖规模和粪便

更治理工程的问题。 截至 2017 年

业内专家指出，不同于以往重

备近期因故障停运，停运前一直都

处理情况时，当地政府一名负责人

年底， 在实施方案明确的 20 个治

在结果呈现的公告，中央环保督察

正常使用”， 并表示可以提供运行

看似协助，实则抢在企业人员回答

理工程项目中，2 个被调出实施范

组“回头看”的通报中大量细节的

情况表和台账。 督察人员打开负责

前欺瞒谎报生猪存栏量；另外一名

围，16 个实施内容被大幅变更，投

加入让读者对环保问题有了更深

人提供的运行情况表，发现直至检

负责人用方言“指导”督察人员找

资计划也随意变更，一期工程项目

的代入感， 也能产生很强的震慑

来的企业工作人员，企图错误引导

总投资为 21.08 亿元， 而实际落实

力。 对问题剖析得越细致，对当地

督察人员的检查路线，直到严肃警

只有 13.15 亿元， 其中涉及旅游景

的警示就越深刻。

告后方才停止。

区治理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重

据悉，目前，各中央督察组已

面对部分地方和企业频出的

大项目没有实施，但有关管护能力

陆续进入第三阶段督察， 梳理情

“花招”，中央环保督察组“见招拆

建设的资金却由规划的 1.9 亿元调

况，整理案卷，并开展必要的补充

增到了 4.02 亿元。

调查取证。 下一步，各督察组将继

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一时语塞，称“设

招”，不仅识破了其诡计，而且在通

为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近日，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以“迎七
一 争先锋”为主题开展了全体干警重温入党誓词的活动。

副主编：李新胜

郭光进 范小婵 / 摄

环境污染地的现实。

报中一一予以了披露。 生态环境部

通报点名批评内蒙古自治区

续受理群众生态环境问题信访举

副部长翟青对此曾表示：“绝不允

发展改革委作为整改任务牵头单

报，并针对突出问题或重复举报较

许说一套、做一套，绝不允许得过

位没有履行应承担的职责，没有加

多问题开展抽查核实。 有评论指

且过、敷衍应对，绝不允许有令不

强对工程项目的实施管理，没有建

出，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释放出

行、有禁不止”。

立监督考核机制等，系典型的“不

了强烈的政策信号：环保督察越往

作为、慢作为”。

后执法越严。

重数据有态度有细节

主编：李海洋

展“回头看”下沉督察，在覃塘区覃

好，看起来跟新的一样，用过吗？ ”

害化垃圾处理场时，问在场的相关

通报还直指呼伦贝尔市作为

“回头看”是一面镜子，折射出

梳理此次中央环保督察组“回

实施责任主体，避重就轻、避难就

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几十年来的

头看”的通报可以发现，通报善用

易，甚至为了当地有关监管单位的

惯性发展思维和淡薄的环保意识；

数据来说明问题，措辞犀利直指要

利益大幅度调整项目建设内容。 当

“回头看”更是一把利剑，戳破了形式

害，同时还很注重通过展现细节来

地水利厅对自身承担的多个水利

主义、假装整改的面具，刺痛了一些干

突出问题。

工程项目的组织协调职责、任务一

部失职渎职、不作为的神经。

新闻热线: 010-83128830

13611022110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涉

投稿邮箱：zgsbfzzk@163.com

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纪
委首次就该领域的责任追究典型
问题进行通报。
也正是在此次通报之后，中央
启动了第一轮的环保督察“回头
看”。 在发现了上述环境违法问题
后，各环保督察组均在第一时间约
谈了当地的党政负责人，并表示还
将根据要求进一步核实问题、调查
取证， 依法依规做好后续督察工
作。
从目前各地披露的问责情况
来看， 问责除了党纪政务处分、组
织处理或组织调整外，还包括行政
拘留或刑事拘留。比如，在河北，中
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共转办河北省
30 批 4355 件投诉问题，地方反馈
办结 2177 件，其中责令整改 1591
家， 立案处罚 279 家， 罚款金额
1906 余万元， 立案侦查 38 件，行
政拘留 42 人， 刑事拘留 15 人，约
谈 39 人，问责 268 人。
截至 6 月 25 日， 第一批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六个督察
组累计向被督察地方转办交办
23087 件；各被督察地方完成查处
12409 件，其中立案处罚 2579 家，
罚款 25096 万元； 立案侦查 208
件，拘留 235 人；约谈 1065 人，问
责 1939 人。
同时，为了确保环保督察的高
压态势， 打好防治污染攻坚战，中
央纪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组也于
近日公布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
环境执法专项行动作风纪律监督
举报方式。 纪检组表示，如发现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成员、生态环境
部专项攻坚执法行动的工作人员
存在违反相关纪律规定情形或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方面的问
题，请向中央纪委驻生态环境部纪
检组和生态环境部直属机关纪委
反映。
业内专家呼吁，不妨让环保问
责来得更严厉一些， 在高压之下，
前进的步伐必然会加快。生态环境
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就表示：“从宽松软到现在
从严从紧从快处理，环保问责今后
将成为常态，让不重视环境问题的
人意识到理念错误，让没有认真履
行责任的人切实履责。 ”
业内专家认为，希望在未来继
续保持环保督察的高压态势，必须
要建立一种长效的环保督察机制，
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健全公众的
投诉渠道，相关环境保护部门立刻
跟进并解决公众的投诉问题，否则
就要对其进行问责。 另外，检察院
也应完善其行政干预诉讼体系，为
环境保护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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