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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案例

本报5月3日讯《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于今年5月1日
起实施。 为增进公众对这一
《办法》的理解，推进我省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省环保厅
近日对《办法》进行了解读。记
者获悉，《办法》共36条，政府
兜底担责、明确县以上固废管
理部门职责、落实乡镇和社区
职责等新规均是亮点。

危废物产生量
居全国第二

作为“有色金属之乡”，
我省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尤
其是危险废物产生量居全国
第二位。 据介绍， 早在2012
年， 省环保厅就提出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的立法建议。今
年1月17日，《办法》经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全票通过。

据悉，《办法》共36条，坚
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
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各级政府
和职能部门、单位、个人相应
责任， 鼓励公众监督和宣传
教育，加强农业、林业、工矿
业和建筑业固体废物处理，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
理， 强化危险废物跨省转移
及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的监管， 加强医疗废物处置
等方面。

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提出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本《办法》
属于实施性立法，回应了社会
公众关注和影响大的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问题，紧密结合了
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对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所采取的新举措，
结合我省实际对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作出补充规定。

其中，《办法》明确，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

政府和部门年度考核; 对无
法明确责任主体的固废污
染， 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
确定有关责任主体履行污染
环境防治责任; 县级以上政
府有关部门和乡(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组织建设专用分类
回收暂存场所，对化肥、农药
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物和农
用残膜进行回收， 进行资源
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

针对我国当前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处理的热点难题，
《办法》 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制定生活垃圾处理专项
规划提出要求， 明确各级政
府、 单位和个人的相应义务，
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
理提供法律依据。并明确城市
餐厨垃圾（餐饮经营单位和机
关企事业单位产生的）交由有
经营资质的单位收集、运输和
处置，不得随意倾倒、堆放，不
得排入雨水管道、污水排水管
道、河道、公共厕所，不得混入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禁止将餐厨垃圾及其资
源化利用新产品作为食品销
售或者用于食品生产。

严禁将省外的危险废物
转移到省内

针对日益凸显的危险废
物跨省转移风险，《办法》规
定， 严禁将省外的危险废物
转移至本省行政区域内贮存
或处置， 严格控制环境污染
风险高、 环境危害大以及可
回收利用物质少的危险废物
从省外转移至本省行政区域
内进行资源化利用。

立足我省矿山多、环境风
险高这一实情，《办法》要求矿
山企业定期对周边地下水、土
壤、大气和地表水等环境质量
状况和尾矿库坝体的位移情
况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
异常情况。固体废物填埋场所
的管理单位应当安装使用监
测设备，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
情况。 ■记者 和婷婷

本报5月3日讯 三百多吨危
险废物被环保公司交到没资质的
人手中， 运到郴州偏远农村地区，
随意堆放，造成当地污染。今天，我
省首例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在郴州中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法院判决武汉某环保公司、曹某等
6名被告限期共同处置位于临武
县境内的危险废物、 消除危险、修
复被损害生态环境（逾期未履行，
则向法院指定账户交纳97.2万元
作为代履行费用）， 同时支付已处
置危险废物及修复环境产生的费
用167万多元，并通过郴州日报向
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期
间， 武汉某环保公司在处置属于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HW12类危
险废物的油墨渣时，因实验效果不
佳，无法处置。经王某等人介绍，在
明知曹某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
质的情况下，武汉某环保公司先后
五次将危险废物油墨渣 （属于
HW12）以及废抹布、手套（属于
HW49） 共十一车约377吨直接转
交给曹某处置。曹某将危险废物跨
省拖回后，随意堆放、倾倒在宜章
县笆篱乡平原村的山地、宜章县迎
春镇马鞍山S354省道201KM路段
东侧山地、 临武县金江镇铁坑等
地， 仅进行了简单的填埋处置，未
采取任何防渗漏措施，对周边环境
造成了污染，后果特别严重。

经宜章县环境保护监测站、郴

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监测报
告，省环保厅出具认可意见，倾倒、
填埋在迎春镇马鞍山S324省道
201KM路段东侧山地的危废物经
取样监测出铅含量为1.99mg／L，
超过了国家标准，具有强酸性，PH
值为1.78，系有毒物质。倾倒、填埋
在临武县金江镇铁坑的废物及土
壤取样检测出镉、铅、铜、镍、锌含
量均超过了国家标准。后经省环境
保护科学研究院鉴定评估，宜章县
境内危险废物造成损失共计人民
币146.6929万元；经环境保护部华
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鉴定评估中心
鉴定评估，临武县境内环境污染损
失约106.396万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杨秀勇 曹颖

本报5月3日讯 男子私设电
镀加工作坊， 还肆意将废水排放
到土壤里，造成环境污染。今天，
这起污染环境案件在长沙市雨花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男子苏某
因犯污染环境罪， 一审判决其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一
万元。

2017年10月31日， 长沙市雨
花区环保局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
报， 称东山街道某社区出租屋内
有3个人在进行非法电镀加工生
产。

当环保联合公安介入后，发
现了被告人苏某进行镀锌加工的
机械设备、酸洗的水槽和原材料。
在小作坊西侧， 还砌有用于存放
镀锌产生废水的三个水池， 以及
一楼厕所后面用于存放废水的化
粪池。

后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

被提取的废水、废液均已超标。而
令人咋舌的是， 苏某是在未取得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未办理环保
相关审批手续、 无任何污染防治
设施情况下， 来进行非法电镀加
工，还把污水肆意排入渗坑，导致
土壤被污染。

“这几个月内，作坊给他带来
的经济效益可能只有几万元，可
被他破坏的土壤如果进行修复的
话，却可能需要数千万。”庭审中，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马贤兴作为本案公诉人， 表示铬
和锌均系重金属，一旦摄入过量，
不仅对人体的器官造成严重损
害， 六价铬更是导致人体致癌的
物质， 被告人苏某的行为已涉嫌
污染环境罪。

苏某交代，2017年春节期间，
他租下位于东山街道某社区的出
租屋，并花8万元购买了镀锌加工

的设备。 他每天用于清洗完构件
的水多的时候有500斤左右，少的
时候也有100斤。清洗完构件后的
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出去， 开始是
直接排到下水沟里。2017年9月，
苏某在作坊西侧修砌了三个水池
后，就将废水排放到三个水池里，
废水再从没有建防漏设施的渗水
池里渗漏出去。

面对指控， 被告人苏某表示
认罪，称自己不懂法，一个人办作
坊顾不过来， 就没有去办理相关
的手续。“我还在这里自己种菜自
己吃。”

经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苏某违反国家法规， 排放有毒物
质，严重污染了环境，其行为已构
成污染环境罪。5月3日，长沙市雨
花区人民法院一审做出如上判
决。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付冰 肖慧云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5月1日起实施

固废污染防治纳入政府年度考核

377吨危废物偷运郴州，6被告判赔167万
我省首例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公开宣判

小作坊排废水被罚一万，土壤修复需数千万

4月23日，株洲市石峰区，治理后的霞湾港（排污渠）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霞湾港（排污
渠）位于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全长2600米，以前长期接纳工业废水，环境污染严重。2015
年5月启动霞湾港（排污渠）重金属污染治理二期工程，今年1月通过验收。目前，绿色植被长
势良好，已成为清水塘工业区生态新城一个新的亮点。 记者 童迪 摄

绿色排污渠

本报5月3日讯 今后，我
省对生活垃圾填埋场的等级
评定工作也将常态化。 这是
记者近日从湖南省生活垃圾
填埋场运营管理培训会上获
悉的。

据要求，湘江流域、洞庭
湖区域的生活垃圾填埋场，
应在今年底前全面达到无害
化等级评定二级以上标准，
2020年底前达到一级标准;
其他市州应在2019年底前达
到二级以上标准。

我省已经开始启动垃圾
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建设，但
全省生活垃圾处理仍以卫生
填埋为主， 共有96座填埋场

在使用中。去年底，省住建厅
已对部分生活垃圾填埋场开
展了无害化等级评定工作。

省住建厅强调， 生活垃
圾填埋场是现阶段不可或缺
的垃圾处理设施。 随着环保
要求越来越高， 环保督察越
来越严，各地要认真对照，明
确整改时间表， 确保生活垃
圾填埋场规范化科学运营。
今后， 对全省生活垃圾填埋
场的无害化等级评定工作也
将常态化， 并将评级结果与
园林城市(县城)、卫生城市(县
城)评选挂钩，与绩效考核、
资金核拨等挂钩。

■记者 陈淦璋

我省垃圾填埋场将启动无害化等级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