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埋了之、 以邻为壑、
非法贮存

据 “新华视点 ” 记者了解 ，
企业非法处置固废危废的 “招
数” 主要有三种：

———一埋了之。 督察组在江
苏盐城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厂区两处区域现场组织挖掘，
一处掘深仅１．５米即发现散发刺
激性气味的黑色污泥， 经取样鉴
定属危险废物。 掘深３米后， 渗
出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黄色污水，
甲苯、 乙苯和二甲苯浓度严重超
标 。 另一处掘深３米发现油泥 ，
经取样鉴定均属危险废物。 为了
逃避监管， 这家企业还在一些填
埋区域上面覆盖建筑垃圾， 甚至
建生产车间。

此外， 连云港、 盐城等多家
企业也存在填埋化工废料等危险
废物违法行为。 浙江温岭市则将
５０００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掩
埋， 造成环境污染。

———以邻为壑。 广东省这类
问题较为突出， 生态环境部在约
谈中指出： 广州南方碱业公司将
１７００多吨白泥非法运至广西贵港
市倾倒； 广州市番禺区一首饰厂
将产生的危险废物违规交由私人
并非法转至广西贺州市处置。 东
莞市２０１６年９月有４００吨生活垃圾
运往广西藤县浔江河段非法倾
倒， 倾倒点位于藤县饮用水源二
级保护区内 ， 导致水源水质超

标， 不得不暂停供水。
———非法贮存。 中央环保督

察组曾指出连云港灌云、 灌南两
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多、
环境风险大的问题， 江苏省督察
整改方案明确要求在２０１７年年底
前减少危险废物库存。 但督察发
现， 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
量不降反增 ， ２０１７年贮存量是
２０１５年的２倍。

还有一些化工企业将危险废
物露天堆放， 污染物直排环境。

企业为降低成本非法处
置， 地方监管落实不到位

记者注意到 ， 进行非法转
移、 倾倒固废危废的， 有些是如
汽车维修等小门店， 但也有不少
是规模很大的企业， 如辉丰公司
是农药行业的大型企业， 也是一
家上市公司。

为什么这些企业明知危险废
物会严重污染环境 ， 仍一意孤
行？ 为什么不论大小企业都能够
将大量的危险废物 “成功 ” 处
理？

记者了解到， 通过正规渠道
处理危险废物成本较高， 非法处
理成本则要低得多， 有些相差好
几倍， 导致一些企业产生违法冲
动。 广东省环保厅副厅长李晖表
示， 现在有些危废处置企业的含
汞危险废物处置价格已提高到每
吨２万元， 而非法处置要低很多。

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

副司长周志强说， 随着环境保护
税开征 ， 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
本， 会想方设法非法处置固废危
废。

此外， 地方监管不到位是非
法处置固废危废多发的重要原
因。 据了解， 长期以来， 各地对
水环境和大气环境很重视， 但固
废监管力量相对薄弱， 一些地方
的市一级都没有专门的固废管理
机构， 基层监管力量严重不足。

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固废管
理涉及住建、 卫生、 工信等多个
部门， 一些地方部门存在对法定
职责不明晰、 不重视的问题。 比
如， 上级部门对某地一家污水处
理厂的污泥处置情况进行调研
时 ， 当地住建部门本应参与调
研， 但经过很大周折、 长时间协
调， 住建部门才最终同意参加。

同时， 一些地方监管责任没
有落实。 生态环境部介绍， 东莞
市对群众多次举报的海滔环保公
司非法转移倾倒污泥问题重视不
够， 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
即认定举报不实； 群众对辉丰公
司的举报不断， 还有群众通过律
师公开致函市委、 市政府， 但盐
城市始终没有开展深入调查， 并
多次以举报不实了结案件。

调查还发现， 非法倾倒固废
危废多发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危废
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 如广东省
江门市每年约１．５万吨危险废物
需焚烧或填埋， 但目前全市尚无
焚烧、 填埋设施。

成环境执法一大重点，
要疏堵结合找出路

固废监管正在进入环境执法
主战场。 今年， 生态环境部已经
启动了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
为 专 项 行 动 ， 即 “ 清 废 行 动
２０１８”。 自５月９日开始至６月底，
从全国抽调执法骨干力量组成
１５０个组， 对长江经济带固废倾
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实。

截至１３日， 各督察组共摸排
核实２０９７个固废堆存点 ， 发现
１０１１个堆存点存在问题。 生态环
境部已对８０多个突出问题进行挂
牌督办， 并将问题清单全面向社
会公开 ， 督促地方政府限期整
改， 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要疏堵结合给固废危废找
出路。”周志强说，一方面，各地要
对本地区进行科学评估， 加快固
废危废处置能力建设；另一方面，
要充实地方监管力量， 把责任压
实，形成监管合力。同时，要通过
信息化建设将点多面广的危废产
生企业纳入监管， 实现危废出厂
转移等信息联网， 实现来源可追
溯，保障危废得到合法处置。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
军建议，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污
染物排放转移登记制度 ， 尤其要
对危险废物处置或转移进行登记
并向社会公开， 使危险废物去向
明确，监管上形成闭环，遏制企业
随意倾倒等问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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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频发非法转移、倾倒
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

不为时代之落伍者———王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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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席卷我国多地
中央气象台持续预警

新华社电 １６日 ， 河北雄安
新区生态环境局挂牌。

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作
为河北省环境保护厅的派出机
构， 由河北省环保厅和河北雄安
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双重管理。
雄县、 容城县、 安新县环境保护
局调整为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
局直属分局， 由河北雄安新区生
态环境局直接管理。

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承
担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局、 公共服
务局和综合执法局统一划转的生
态环境保护、 城乡各类污染排放
监管相关行政许可、 行政执法等
管理职责。 其主要职责是建立健
全生态环境基本制度、 重大环境
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 从
源头预防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污
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等。

河北雄安新区
生态环境局挂牌

新华社电 高温天气席卷我
国多地，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预
警 ： 继5月15日华东部分省市 、
重庆、 海南中北部出现35℃以上
高温， 16日这些地区继续出现高
温。 与此同时， 江汉、 华南东部
等地也加入高温战场。

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3天，
江汉、 江南中东部及华南东部等
地部分地区有35℃以上的高温天
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37℃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浙江 、 福建 、
重庆等地民众防范高温影响， 做
好防暑准备。

记者了解到， 江苏南部、 上
海、 浙江、 福建中部、 江西中北
部等地15日出现35℃以上高温，
16日高温天气依然持续。 其中，
上海中心气象台、 江苏省气象台
等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提请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浙江嘉兴气
象台则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
号： 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 预
计嘉兴市南湖区、 秀洲区最高气
温可达38℃。

走进浙江上虞丰惠镇小庙弄
６号，抬眼就能看到一幢典型的明
清庭院式建筑，俗称“王家台门”，
坐南朝北，青砖墙，石库门，这里
就是英烈王一飞的故居。

王一飞 ，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出
生。１９１０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
范学堂。１９１９年， 受五四运动影
响，他前往上海探索革命真理，开
始了革命的历程。

１９２１年，王一飞被派往苏联，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１９２２年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并担任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负责
人。１９２４年６月， 王一飞参加在莫
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 （少共
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年７月，
他以中共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
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

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
要，１９２５年初夏，王一飞根据党的
指示回到祖国， 在中共中央军委
工作， 不久又被任命为上海区委
书记， 负责上海和浙江两省的党

务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王一飞
与陆缀雯结婚。 他常对妻子说：
“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
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寸
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

北伐战争期间， 当北伐军进
入江西战场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
时，王一飞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

中央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赴江西前
线视察， 加强与北伐军苏联总顾
问加仑将军的联络， 多次向中共
中央汇报情况， 反映江西战场敌
我力量对比状况， 就北伐军继续
进军的方针和部署， 提出切实可
行的建议。

１９２７年１月，王一飞回到上海
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紧张地投
身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
义的准备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
产党人，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危难之际， 王一飞协助周恩
来主抓军事工作， 并以中央军委
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会
后被派往鄂北指导秋收暴动的准
备工作。虽然这次暴动未能实现，
但他在鄂北播下了革命种子，扩
大了党的影响， 为后来鄂北革命
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０月中旬， 党中央派王一飞
和罗亦农前往长沙， 负责改组中
共湖南省委， 并任命王一飞为中
共湖南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指示，

湖南省委决定举行长沙暴动，由
王一飞任总指挥。 曾与王一飞在
一起工作的刘英回忆：“在准备长
沙暴动的日子里， 一飞同志亲自
积极组织联系，到处奔忙，辛苦万
分，但他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并
经常不断地鼓励我们。”

１２月１０日， 长沙暴动的枪声
打响了。 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
殊，暴动未能成功。长沙暴动失败
后，白色恐怖再次笼罩长沙城。反
动当局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１日， 由于叛
徒告密，王一飞不幸被捕。

１月１８日，王一飞高呼“中国
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
的口号英勇就义。王一飞牺牲后，
没有留下任何财产， 只给妻子留
下两人合拍的照片和两人往来的
５１封书信。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今后 ， 街道办事
处的职责将以公共管理和服务为
主， 上级部门不得擅自给街道办
“增加负担”。 记者近日从武汉市
人大常委会获悉， 新修订的 《武
汉市街道办事处条例》 将于下月
15日起施行 ， 街道办将被全面
“减负”。

据介绍， 《武汉市街道办事
处条例》 自1997年开始施行， 主
要内容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 因
此进行了此次全面修订。

武汉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 ， 近几年 ， 街道办事处 作 为
基 层 单 位 ， 经 常 遇 到 各 种
“派 活 ” ， 堪 称 “不 能 承 受 之
重 ”， 导致其真正的管理服务职
能无暇顾及。

修订后的条例规定， 市、 区
政府职能部门将职责范围内的行
政事务委托或者交予街道办事处
承担的， 须经市、 区人民政府审
核批准， 并应听取街道办事处的
意见。 政府职能部门委托或者交
予街道办事处承担相关行政事务
的， 应当同时为街道办事处提供
相应保障措施， 并赋予街道办事
处在工作履职、 人事任免等方面
的管理权。

武汉给街道办
全面“减负”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非法倾倒未经处理污泥３０００多吨” “非法转移含铜废液约１４００吨” “挖出化工废料
和受污染土壤近４００吨” “约５０００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掩埋” ……近期， 生态环境部连
续通报多地非法转移、 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案件， 并对问题较为突出的广州等７个市
政府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谈。 据悉， 生态环境部从５月９日启动 “清废行动２０１８”， 截至１３日
已经对８０多个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触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