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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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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10时30分，在鑫

磊网吧前人行道上贩卖衣服是

你吗？’这句话应为‘×年×月×

日×时×分，你在什么地方干什

么？’”6月11日上午， 岳麓区城

管执法大队开展第二批“点名

办案”活动讲评会，会上，城管

执法队员陈小明、 谭立行因在

办理乱摆摊担案件中，由于“询

问笔录”的问话不规范，最后只

被评为“基本合格”。与此同时，

该大队并公布了第三批“点名

办案”的人员名单及内容。

定期开会讲评城管执法

从去年9月起，岳麓区城管

执法大队开展“点名办案”。“此

举完全是为了不断提高执法队

员办案水平。” 据该大队大队

长毛著介绍， 要求所有“被点

名” 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内按照

层级审批的完全方式办理完结

指定类型的案件， 在案件审查

的过程中结合程序、实体、社会

效果、自由裁量权运用、文书装

订等环节进行考核， 对于合格

者进行奖励， 对于不达标者进

行惩戒。“大队还将定期召开讲

评会，实施一对一讲评。”

取证照片不好也会被挑刺

橘洲中队执法队员赵兵、

吕山参与了第二批“点名办案”

的店外洗车和设置洗车场点不

符合要求的案件。 两人总结交

上来的案卷共18页， 包括处罚

决定书、立案审批表、检查笔录

等。这份看来很详细的案卷，却

仅仅被评为了“基本合格”。

在会上，曾参加过“点名办

案” 的岳麓中队杨鸣宇对该案

件进行了讲评发言。“本案的主

要证据前后关联基本能互相印

证，但还存在一些瑕疵，如案件

重点不突出， 执法人员取证的

照片不能反映出基本事实。”

在听完同事对自己处理的

案件的讲评后， 赵兵与吕山当

场表示“受益匪浅”，今后将加

强学习，提高执法水平。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李兵 戴晶

环境保护非得花钱吗？要节能

减排一定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吗？对

于这些问题，郴州市宇腾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志刚有着自己

的看法。

在宇腾有色的厂区有一角堆

着大量的黑乎乎的编织袋，一台看

似奇特的机器不断“吞入”编织袋，

吐出一袋袋的塑料颗粒。 原来，宇

腾有色是一家以铅冶炼及有色金

属深加工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装

原材料的编织袋由于与原料的接

触，含有铅和锌的细小颗粒，编织

袋难以洗干净，也造成了原料的流

失。宇腾有色购置了一台塑料制粒

机， 将编织袋制造成塑料颗粒出

售，而编织袋上的金属物质也被水

冲洗下来，重新沉淀再利用。这台

花费50万元的机器，给宇腾有色带

来了200万的年收益。

这只是宇腾有色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

缩影。拿公司的主打产品之一的铅

为例，2006年以前， 该公司也是

采用烧结锅冶炼工艺炼粗铅，年

常量1.2万吨，2007年5月开始，引

进国内先进的“富氧底吹熔

炼———鼓风炉还原炼铅法”，这

具有环保好、能耗低、回收率高

的特点。2009年， 该项目达到设

计标准，年产电铅10万吨，成为

郴州最大的铅冶炼企业。

更绝的是，连底吹炉余热锅

炉产生的废蒸汽谢志刚也没放

过，被用于6800平方米的办公大

楼中央空调和员工澡堂充汽热

水，这样，仅能源每年就节约资

金2300多万元。炼铅产生的主要

气体是二氧化硫， 公司采用二转二

吸制酸工艺，把它转换为硫酸，年产

硫酸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6万吨，

每年又创收3000万元左右；含铅粉

尘也被回收，又产生经济效益1200

万元左右； 生产污水经污水处理站

净化后循环利用， 再节约资金100

余万元……

启示：环保不一定等于花钱，花

小钱也可以很环保，还有效率，循环

经济的生产观念要充分考虑自然生

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尽可能地节约

自然资源， 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

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

社会财富。 ■记者 朱玉文

6月5日，长沙市万家丽路浏阳河大桥附近的一仓库里隐藏的

“炼油窝点”，油渍浸满了地面。每天都会有人运送废机油到此再加

工。 记者 李丹 摄

万家丽路浏阳河大桥附近暗藏“地下炼油厂”，记者暗访揭开惊人内幕

长沙九成废机油非法提炼回流市场

劣质油对车辆损害巨大，还可能严重污染环境

“废机油等废矿物油含有

多种有毒性物质， 一桶油足以

污染整个湘江。”长沙废矿物油

协会会长姚金明痛心地说，长

沙全年产生3万吨废矿物油。虽

然国家明确规定， 任何单位和

个人严禁将废矿物油交给不具

备资质的单位。但很多人为“多

卖两个钱”或为“省事”违规操

作， 使得90%废矿物油流入无

质无证的油贩手中。

6月5日， 记者佯装收购废

机油商贩， 走访位于长沙二环

线上的多家汽修企业。 在一些

规模较小的汽修厂内， 店主表

示， 遇到小商贩上门收购废机

油，只要店内有，而对方给的价

格也合适，他们基本上都会卖。

在长 沙一 些较 大 4S 店

内， 工作人员大多表示店里

与正规的回购单位签订合

同，废机油回收的事自己做不

了主。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店主称，由于正规公司回收每

桶废机油价格为500元左右，

但给小商贩一桶就是700元。

很多店子会将大部分废机油

卖给非法商贩的。

两者价格为何会有差距？

姚金明表示，主要是一些地下

炼油厂因设施简陋、 偷税漏

税，提炼成本远远低于正规厂

家，私自提高收购价格。“一般

4S店如果产生10桶废机油，只

会将一桶卖给正规厂家，其余

9桶偷偷交给小油贩。”姚金明

表示，由于取证困难，他们也

很无奈。

■记者 周红泉

炼油厂暗藏在仓库

1个月前，本报接到长沙市万家

丽路浏阳河大桥附近的居民举报：

有人在那里建了一个废机油等废矿

物油提炼厂，设备很简陋，刺鼻的油

味熏得人难受。

5月2日中午， 记者来浏阳河

大桥下。举报者表示，紧邻大桥的

矮房就是一个收油的“中转站”，

油贩收购的废机油等废矿物油先

运到这里，然后再送到200米外的

炼油厂。 记者在离矮房三四十米

远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柴油味。

沿着矮房前的一条小道向前走，

在距大桥约200米处有一个仓库

区，走近这个仓库，一个土法炼油

厂才完全呈现出来。 如果不是知

情人指点，很难发现。

炼油厂一到晚上就开工

5月24日傍晚， 记者与举报人

一起再次来到该炼油厂。 刚进大

院，见到一辆装满油桶的本地牌照

小货车停在门口。“这就是给炼油

厂送油的车！”举报人称。

往里看，大院里探出的烟囱正

冒着阵阵青烟 。“里面正在炼着

呢！”举报者说，因为怕有人来查，

所以炼油厂大都是白天休息，晚上

开工。“一到晚上， 炼油厂开工后，

黑烟就会弥漫在村子的上空，刺鼻

的味道让人睡不好。”

土法炼油暴利惊人

5月25日， 记者以购油为由来

到炼油厂。 一名40岁出头的男子

自称是炼油厂老板， 他接待了记

者：“这些都是用收来的废油提炼

的，便宜、实惠。”他表示，炼制大

致需要三个程序，首先是将废机油

注入几个大罐里，高温加热，当加

热到360至400摄氏度时， 废机油

中的油的成分就蒸发成了油气，

蒸发出来的油气沿输气管进入两

个冷却罐内， 经水冷却后油气变

成液态油流出。

在暗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类非

法炼油厂会主动找上修理厂和4S

店收购废机油， 以低价回收过来，

然后用土办法提炼后制造出劣质

柴油和润滑油等，每吨能净赚2000

多元。“油刚流出时还是黄色的，但

由于质量不好很快就变成黑色。”

为了不被人发现，非法炼油点往往

会将炼好的劣质油按掺兑上国家

标准油，然后销往市场。

采访中， 记者并没见

到这非法炼油厂的营业执

照和收购废机油的许可

证。据老板说，他们也不知

道收购废机油要办什么

证。 针对万家丽路浏阳河

大桥下废机油提炼厂一

事，6月7日，记者分别跟马

王堆工商所和芙蓉区质检

局进行了联系，但这些部门

均表示不方便牵头处理。最

后芙蓉区环保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之前曾联合执法

整治过这个炼油厂，没想到

它会死灰复燃，“我们将在

近期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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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区城管推行“点名办案”

询问笔录不规范，城管也“挨批”

用上余热锅炉废蒸汽，一年能省2300万

6月6日，郴州市宇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养鱼的水用的是经过处理过

的污水。 记者 龚磊 摄

企业：郴州市宇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拳头产品：铅

这个炼油厂有前科

近期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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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桶废油可污染整条湘江

长沙90%的废矿物油

流入油贩手中

从汽车修理厂和4S店收购

到废机油等废矿物油后， 炼油

厂经过土法将其提炼成低劣柴

油和润滑油， 并将这些劣质油

品再销往市场。 1个月前， 记者

接到举报称在长沙万家丽路浏

阳河大桥下有一家“地下炼油

厂”专门提炼加工废机油，经过

一个多月的调查暗访，记者发现

了这家废机油提炼厂暗藏仓库、

偷偷开工赚取高额利润的惊人

黑幕。

同时记者也得知， 这些劣

质油危害大得惊人： 轻则使发

动机报废，重则引起汽车爆炸，

在提炼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有

毒致癌物质。

■记者 罗旭 实习生 谭素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