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无锡推行企业环
保公开道歉与承诺制度

63家违法

排污企业

登报道歉
闫 艳 玉 芳 高 杰

“由于我公司环保法制观念不强，发生了超标排污
违法行为，对环境构成了污染，为此，特登报向全市人
民进行诚恳道歉。”最近，江苏省无锡市以及所辖县
（市）、区的市民们，在翻阅《无锡日报》、《惠山新闻》、
《江阴日报》、《宜兴日报》等报纸的时候，经常能看见违
法排污企业刊登的公开道歉信。

无锡市环保局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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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发了《关于要求环境违
法企业实行公开道歉与承诺的通知》，在全市推行企业
环保公开道歉与承诺制度，对不能按期达到排放标准
和一年内被查处两次以上的企业一律实行限期治理，
规定其必须在一定期限内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整
改，自费在无锡的新闻媒体上刊登向社会公众道歉书
并做出环保承诺。

只有算好环境账，企业才能出效益

这是无锡市委、市政府去年以来开展“科学治太、铁
腕治污”行动采取的一个严厉措施。截至目前，无锡市已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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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环保违法企业在整改达标和恢复生产之前，自
掏腰包在当地报纸等媒体上，公开刊登道歉与承诺书。

无锡惠山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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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之一。
走进惠山环保水务公司，污水处理的设备正在有条不
紊的运转。该公司因超标排放污水而被停产整顿，并在
媒体上公开道歉。痛定思痛，该公司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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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
进行彻底整改，达到了排放标准，在通过环保部门验收
后，已经正式恢复生产了。
“现在每天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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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仪上显示的数字，
我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达标排放不光是为了
企业自身，同时也是为了整个大环境，只有算好了环境
账，企业才能出效益，才能算好经济账。”公司负责人胡
文林感慨地说。

就是要让企业时时刻刻绷

紧环保这根弦

跟踪调查显示，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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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违法排污企业公开道歉
后，已纷纷按照承诺，对企业存在的环保问题进行了彻
底整改。目前，兑现公开承诺的企业已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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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无锡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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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蓝藻暴发
后，无锡就开始实行环保公开承诺制度。为了让这项制
度更加完善，无锡市环保局专门下发了《关于要求环境
违法企业实行公开道歉与承诺的通知》。这一通知还明
确，对于不作公开道歉并超过承诺期限的企业必须停
产；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由市政府
下达关闭或停产的决定。

无锡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通过这样的制度，就
是要让企业时时刻刻绷紧环保这根弦，不断完善环保
设施，这对于环保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将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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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连环责任保水质
上游水质变好，下游补偿上游

下游水质变好，省级补偿下游

本报记者 刘成友

上游水质变好，下游补偿上游；下游
水质变好，省级补偿下游。为确保南水北
调山东段水质达标，山东省在南水北调工
程必经水域的大汶河流域，开展河道上下
游协议生态补偿，用连环责任制调动相关
地市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大汶河在山东境内流经莱芜、泰安，
注入山东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该湖为南
水北调工程重要的调蓄区。记者从山东省
财政厅了解到，为建立重点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长效机制，山东省财政厅、环保局与
莱芜、泰安两市协商，确定由省级财政和
泰安、莱芜两市财政共同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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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通过开展河道上下游协议生态补偿试点
工作，在利益相关的地域之间建立连环责
任制，按照“治理补偿、污染赔偿；责任明

确、上下联动；政府主导、整体推进”的原
则建立责任机制。

据介绍，大汶河流域上下游协议生态
补偿，以流域水质状况作为依据，按照上
年度跨界断面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化学需
氧量和氨氮）年平均值进行考核。大汶河
莱芜市上游入泰安市水质，以莱芜市角峪
为考核断面；泰安市境内水质，以下游东
平湖湖心为考核断面。如果莱芜市水质比
上年好转，则由泰安市补偿莱芜市；如果
莱芜市水质比上年恶化，则由莱芜市向泰
安市赔偿。如果东平湖水质比上年好转，
则由省级补偿泰安市；如果东平湖水质比
上年恶化，则由泰安市向省级赔偿。

据山东省环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南
水北调工程经过的水域都有不同程度的

污染。上下游之间实行协议生态补偿，目
的在于建立一种连环责任制，彼此之间形
成链条式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调动各方的
积极性和责任感。山东省在解决水环境污
染问题上着重创新机制，为跨界河流污染
治理这个老大难问题找到了突破口。

大汶河上下游两市和省级具体补偿
或赔偿额度，根据水质变化情况核定。两
市所获补偿资金主要用于大汶河流域污
染防治工作，以及奖励为环境保护做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补偿资金实行专账
核算，对弄虚作假、冒领多领补偿资金的
单位和个人，将视情节轻重追回拨款，并
按有关规定给予有关责任人纪律处分，触
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以确保补偿
资金安全、高效。

触到痛处才管用
武卫政

企业违法成本低，是困扰

环保执法的一个突出问题。按

道理，防治污染肯定是触到痛

处才管用，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不就能让它感到痛吗？事情没

这么简单，道理好讲，实际操作

着实不易。

在一些地方，首先有人会

“护犊子”———这个企业对拉动

地方经济贡献是很大的，造成

一点儿污染是难免的，环保上

管得太严格了会影响经济发展

的———这套说辞意思明摆着，

企业是给地方赚钱的，怎能随

便检查随便处罚呢？要打也不

能真打，打打屁股就行了，可别

打痛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地

方保护，地方保护是环保执法

最大的拦路虎。

等到环境生态到了非治不

可的地步，地方保护不得不有

所收敛，环保执法开始理直气

壮、摩拳擦掌之时，还得寻找违

法排污者的软肋。不找软肋不

行，因为这类企业本事很大，总

是想方设法自我保护，环保执

法如果找不准它的软肋，不仅

难收出手致痛之效，还会招来

种种非议。软肋在哪里？恐怕得

作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

同样，环保执法自身也有

软弱之处。我们经常听说有的

违法排污企业叫嚷天不怕地不

怕，在环保执法和社会监督面

前一副蛮横嘴脸。造成如此局

面，环保执法手段偏软难辞其

咎。以处罚为例，企业违法排

污，付出区区几十万元的罚款，

得到的是几十倍几百倍的巨额

收益；而企业要守法，达标排放

需要上技术上设备，这笔投入

多了，获利就少了。孰亏孰赚，

哪个企业不会算这个账？如此

罚下去，违法者谁还会在乎？反

过来说，难道违法企业真的不

怕罚款？说不怕是假的，关键是

罚得不够狠，没有让他们痛得

咧嘴，不足以使其痛改前非。

打破违法成本低的窘境，

必须得让环保执法硬起来。

2006年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

明确提出：“要使环保政策和执

行力像钢铁一样坚硬，而不是

像豆腐一样软弱”，表达了决策

高层强力治污的决心，可以说

这句话让环保部门腰杆硬了许

多。不过，光是腰杆硬还不行，

执法中有硬手段和硬办法才管

用。比如，在战略层面，相关法

律、宏观政策须有打压违法排

污的过硬规定，在战术层面，部

门和地方须有制裁违法排污的

过硬措施。值得欣慰的是，目前

这两个层面都在推陈出新，如

《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几项

绿色经济政策的出台，区域限

批和流域限批，山东用连环责

任制确保水质，江苏省推行“河

长制”等，均收到较好效果。

可以说，在违法排污已似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际，环保

执法激浊扬清，正在人人真打，

人人痛打。

电力行业最大袋式除尘器成功投运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节能减排新成果———全

国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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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山西漳山电厂扩
建工程）袋式除尘器成功投运，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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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满
负荷试运行后，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这一节能减排新产品拥有专利，由山川秀美
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彭志民研发，

主要应用于电厂、钢铁企业等大型排污单位，该
设备对环保节能有突出效用。目前我国电力装机
容量每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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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左右递增，广泛应用袋
式除尘器技术每年可节省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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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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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度，折合标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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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减少烟尘排量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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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李长云）

专家将评估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影响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大熊猫研究专家吕

植最近宣布，针对四川汶川地震对大熊猫保护区
的影响建立“熊猫卫士行动”项目，以重振保护区
和周边社区的保护能力。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吕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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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办
民间自然保护专业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长期
在我国西南开展自然与人类和谐的实地示范。
“熊猫卫士行动”将组织开展针对地震造成的对
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影响的快速评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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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等技术手段结合野外实地调查，掌握并绘制
出受地震影响或被破坏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廊道
及其恢复重建图层；评估目前受地震影响保护区
的保护能力现状；提供生态区域分析和生物多样
性关键地区本底数据，以指导重建恢复计划。

此外，“熊猫卫士行动”还将采取措施恢复自
然保护区保护能力，支持社区重建，鼓励并推动
保护工作中的社区参与。

（蔡晶晶）

编者按：违法排污的企业宁可交罚款，也不愿投

入资金改造设备实现达标排放，这一现象反映了环境

保护“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事实证明，“把

高的降下来，把低的抬上去”不是简单的技术操作，需

要执法的智慧。在实践中我们发现，那些痛感环境污染

之苦的地方，往往善于痛定思痛，从而痛下决心，痛改

前非，不断推出有针对性、能收实效的措施。

本版聚焦江苏、山东等地环保执法推出的新举

措，希望关心环保的各界人士能从这些创新之举中

受到启发。

煤火自燃每年“烧”掉
-

亿美元

我国每年被不受控制的煤火烧
掉的煤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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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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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相当于每年“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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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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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美元。这是最近出版的《煤火自燃的
可持续性管理与控制》一书中透露
的数字。

该书是中国环境可持续发展生
态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该系列研究
项目由中国教育部、科技部、德国教
育研究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
办事处共同合作，旨在通过中德双方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为科学
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跨学科交
流的平台，同时向中国公众传播和介
绍可持续理念。《煤火自燃的可持续
性管理与控制》总结了目前最先进的

煤火研究成果，记述了应用于煤
火探测、灭火及监控的不同方
法。

专家介绍，煤火自燃现象
从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然而
人类活动扩大了它的范围，加
深了它的严重性。煤火不仅摧
毁了宝贵的煤炭资源，而且还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许多问题和
风险，例如排放有害气体和温
室气体，污染大气和地下水，造
成局部土地退化，导致生态系
统退化、滑坡、坍塌和侵蚀，引
起呼吸系统疾病和威胁煤矿安
全等。

（刘 毅）

7月 21日，福建福州市民在向闽江投放鱼苗。当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增殖放流活动，向闽江流域的河、溪、水库集中投放

170万尾淡水鱼苗和 30万只中华绒毛蟹苗。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环保执法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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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保领域，企业“守法成本
高、违法成本低”的状况一直为社
会诟病。不断改善政策环境已经
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共识。目前，企
业环境行为有哪些新约束，环保
执法部门有哪些新思路？记者专
访了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
局长陆新元。

让环境违法付出

应有的经济代价

多年从事环境执法管理的陆
新元对近年来环境执法“环境”的
转变感触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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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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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沱江发生了两次极为严重的
污染事故，事故造成的损失之大，
影响之恶劣，引起了人们的广泛
关注。虽然造成重大污染，可是按
照当时的法律，肇事者川化集团
只能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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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在事故造
成的损失面前，百万的罚款实在
是不值一提，这也是当时环境执
法者的无奈。”

今年
%

月修订通过的《水污
染防治法》将罚额高限取消，陆新
元认为确实是一个突破，也为环
境执法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违
法成本的提高，让企业先得在脑子里算笔账，这本身就是对环
境违法行为的震慑。”

提高环境违法成本需多种举措

“不过，解决企业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光靠罚款解决不了问
题。环境突发事件更是如此，突发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不能因
为暂时达标排放而解决。”陆新元说，比如，沉积污染物的治理、
受侵害的人员健康的恢复以及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的行政成
本，代价都非常高，仅靠罚款远远不够。

要提高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必须有多种举措。陆新元告诉
记者，环保部门与多部门的协作已成为提高环境违法成本的有
力手段，目前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我们现在定期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企业的环境违法信息，

这些信息都进入人行庞大的企业征信系统，而这个征信系统指
导各地银行对企业的信贷行为。”陆新元说，如果一个企业有了
环境违法行为信息，银行就会减少甚至停止对其金融方面的支
持。如果有的银行不执行这样的规定，按照原国家环保总局、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落实环保政策
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银监会将会对相关银行进行处罚。

陆新元介绍，商务部的外贸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也已经将企
业的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企业一旦有环境违法信息，商务部门
将减少或者停止其出口限额。也就是说，即使企业产品质量好，
生产过程有破坏环境的行为，产品也将被限制出口。

江苏无锡市环保局在全市推行企业环保公开道歉与承诺制
度。对此，陆新元认为，建立健全企业环境守法自律机制，是环
境执法的必要辅助手段。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表明，
援助守法和强化执法对于改善企业环境行为同等重要。无锡市
等地正在实行的环境违法企业公开道歉和承诺制度，把企业的
环境行为和企业声誉、企业形象结合起来，促使企业在违法时
必须考虑成本付出，有助于反思自身，最终提升环境守法水平。
这种做法在深圳、沈阳、杭州、宁波等城市已开始实施。

新形势对环境执法提出新要求

近年来，环境执法力度的加大有目共睹。全国整治违法排污
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开展

+

年来，全国共出动执法
人员

,&&

余万人次，检查企业
$&&

多万家次，查处环境违法企业
-%

余万家次，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
%

万多家，有效遏制了违
法排污高发势头，肆无忌惮的环境违法行为明显减少。

然而，陆新元对环境执法工作有更多的期待。
“《环境信息公开条例》今年

+

月已经开始实施，条例对企业
的环境信息公开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而社会对此类信息十分
关注，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陆新元说，加大对
企业的核查、督察有利于企业环境信息的透明，促进企业环境
行为的改善，而企业环境信息的透明，也更有利于提高执法效
能，让环境监管部门更好地监督企业。

陆新元说，只有信息公开，百姓的监督力度才能加大，也更
有利于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这也是在提高环境违法的成本。

依法“治”污
环保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普及，才能有效震慑环境违法行为。

图为安徽省环保部门、合肥市团委、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校最近联

合举办合肥市首次环保模拟法庭，模拟案件以噪声超标违法处罚为内容，通过

模拟诉讼的形式向市民普及环保法律知识。 项春雷摄

马国英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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