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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新《环境保护法》之六

环评审批将是环保部门最强势的一项权力

相关链接▶▶
环评审批

安阳

查处120家环境违法企业

滑县环保局坚持“四不批”

严把新建项目源头污染关

省环保厅通报去年11月份全省环境
投诉情况

濮阳投诉件最多
本报讯（记者王志昭）近日，省

环保厅通报了去年11月份全省环境

举报案件受理及办理有关情况，濮阳

市20件，投诉最多，其次是安阳市16

件、开封市13件、周口市13件、郑州

市11件、洛阳市10件。

11月份，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共受

理各类环境投诉案件1675件。从举

报的类型来看，大气和噪声污染依然

是群众关注、举报的热点问题，分别

占受理案件总数的41%和36%。从

举报的数量看，受理件总量环比上升

9%，同比下降12%。其中，环保部

“010—12369”受理我省举报件数环

比上升8%，同比下降35%；省12369

环保举报热线受理件数环比上升

71%，同比上升298%；省环保厅网站

受理举报案件环比下降12%，同比下

降2%。

郑州市、洛阳市、新乡市、三门峡

市、商丘市、滑县对举报案件回复及

时规范，被省环保厅表扬。焦作市未

按要求上报本级“12369”环保举报热

线相关数据，南阳市4件、济源市3件

超期未反馈查处情况，被通报批评。

近期，群众对大气污染较为关

注，省环保厅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加

强对涉气企业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重点打击“十五小”、

“新五小”企业。

本报讯（记者王志昭）近日，省

环保厅出台了《环境违法“黑名单”管

理办法（试行）》，废除已执行7年的黑

名单制度，与老制度相比，新的黑名

单管理办法扩大了处罚的范围，加大

了对企业环境违法的处罚力度，明确

规定有以下九种行为将被列入“黑名

单”。

该试行办法规定，省环境保护

厅发现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对相关责任

单位实施“黑名单”管理：一年内有

两次以上较重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

政处罚的；拒不执行环境保护部门

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其他

具体行政行为的；违反排污许可证

管理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重点污

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超

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被

环境保护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

的；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

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

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篡

改、伪造监控、监测数据的；拒绝、阻

挠环境保护执法人员依法实施现场

监督检查，或者拒不配合环境违法

案件查处工作的；因环境管理不到

位、违法排污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群

体性事件的；环境违法行为涉嫌构

成污染环境罪的；其他严重违反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

企业被实施“黑名单”后，将不予

受理和审批有关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申请；中止出具融资、评优、评先以及

各种政策性奖励、补助等环保认可证

明。同时，在实施“黑名单”管理期间

有新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将从重处

罚。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环评审批是环保

部门最强势的一项权力。修订后的环保

法，强化了这项权力，修正了一些瑕疵。

新法对于未批先建的项目，“责令停止

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限

期补办环评手续或将成为历史，被责令停

建拒不执行的，还要拘留责任人；明确了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

划，不得组织实施”，规划环评从此成为必

备条件；还单独增加一条，要求“经济、技术

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

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政策环评雏形初

现。

有专家点评，新环保法中关于环评的

规定，是环保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关于环评审批，过去实际上是可以先

上车后补票的，拒不补票的，罚点钱，最多

给个行政处分。今后，不买票就不准上车，

强行上了车的，必须下去。拒不下车的，拘

留责任人，直到下车。依据新环保法，建设

项目必须先环评，不准生米做成熟饭再补

手续，这是一大突破。

过去，关于环评制度，环保法并没有强

制性规定，其法律依据主要是环评法。环

评法对未批先建的项目，提出的要求是“限

期补办”。这一要求，某种程度上是允许未

批先建。很多企业利用了这种制度缺陷，

明目张胆地未批先建，甚至纷纷首选未批

先建。实际操作中，先上车后补票，成为环

评审批的常规模式，导致政府环境管理十

分被动。

然而，对于此类未批先建的项目，即使

是补办的环评，环保部门也很难拒批。如

果不予通过、要求变更设计或建议另行改

址，环保部门往往会面临来自于企业和地

方政府的压力，甚至可能被称为“浪费”社

会资源。对于逾期不补办手续的，罚款最

高限额是20万元，这对上亿元的大项目来

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对责任人也仅限于行

政处分，对企业没有威慑力。未批先建，使

环评制度失去了真正的事前预防功能，使

环评审批沦为一种手续。

这次修订，堵住了现有《环评法》中“限

期补办”的漏洞。未批先建项目不可以再

通过补办手续的方式“补票”，将直接被责

令停建，处以罚款。而此前的有关规定是，

对于逾期不补办手续的才可以罚款。更强

硬的手段还有，对未批先建的，可以责令恢

复原状，对拒不执行停建的，要拘留责任

人。要么停建，要么恢复原状，这意味着什

么？意味着项目下马。只要未批先建，项

目就得下马。

如此环环相扣的处罚，或将破解未批

先建屡禁不止这一困扰环保部门多年的难

题，环保部门对补办手续很难不批的窘境

结束了。

去年，被评为市级绿色学校的濮阳市中原油田金萌幼儿园专门聘请市绿

化专家科学规划，投入资金植树种草，打造校园良好育人环境，并多次邀请市

环保局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为孩子讲解环保知识。图为环保专家和孩子一

起检测教室的空气质量状况。 李美摄

门前一汪碧水，屋旁绿树摇曳，干净

宽敞的水泥路，设备齐全的健身广场……

这样宜居宜游的乡村美景，在商城县的广

大农村随处可见。

据悉，商城县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根据当地环境，因

地制宜，靠山依山，靠水傍水，原封不动把

当地的风土人情呈现给前来的游客。

今年，村里又对村前荒坡进行集中改

造，硬化了路面，新栽了植被，修建了健身

场所，并依坡地走势建成潜流式污水处理

池;在农村常见的旱厕，则变成了干净卫

生的大型公厕。

通讯员 周天明 记者 尹小剑 实习记

者李振阳摄

本报讯 安阳自“蓝天工程”行动开展以

来，全市环保部门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

处力度，截至目前，全市共立案查处环境违

法案件120起，罚款384万余元。

针对突出环境问题，安阳加大对重点

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检查力度，对

发现的一般环境问题，要求企业立即进行

整改，对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依法依规

进行严肃查处，对群众投诉举报的污染问

题，及时进行了调查处理和反馈，特别是

对国家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挂牌督办的

企业进行了严厉查处，限期整改，实行驻

厂监督，对未按要求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

工业企业，实施了停产治理或关闭措施，

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了相关责任人的行

政责任。

下一步，安阳将结合新环保法，加大

对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坚决从重从快

打击以身试法，顶风作案的环境违法行

为。 （睢晓康）

本报讯 截至目前，周口市已淘

汰1.35万辆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比省

定目标1.15万辆多出2000辆，超额

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周口市高度重视黄标车和老旧

车淘汰工作，多次召集环保、公安、商

务等部门召开会议，成立了领导小

组，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并

对各县区分解下达2014年淘汰任务

数量。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带头作用，

率先在市直党委机关、人大机关、政

府机关、政协机关、人民团体直属及

其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省驻周单位中

开展黄标车淘汰工作。严格通行管

理，发布了《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在

中心城区建成区设立黄标车限行区

的通告》，对全市黄标车及老旧车进

行严管、严控、严查和严处，对限行区

域范围、限行对象和限行时段进行了

明确规定，对违反禁行规定的黄标

车，依法予以罚款并记分，对未完成

任务的县（市、区）政府及相关单位，

进行严格问责，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全市淘汰任务。同时，坚持补奖结

合，市、县两级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对

淘汰黄标车给予财政补贴。

（姚新强罗景山）

本报讯 滑县环保局认真执行环境评

价制度，严格控制新污染源入驻滑县，坚

守生态红线，坚持“四个不批”：不符合环

境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一律

不批；选址、选线与规划不符，布局不合理

的项目，一律不批；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等

环境敏感地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群众反

映强烈的项目，一律不批；在超过污染物

总量控制指标、生态破坏严重或者尚未完

成生态恢复任务的地区，对增加排污总量

和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一律不

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拒批高

耗能、高污染项目 10 余个，涉及总投资

上千万元，为滑县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 （郭莺歌）

12月18日清晨，桐柏县回龙乡梁岗村

村民何君昌吃过早饭后把房前屋后打扫干

净，将剩饭、烂菜和树叶等垃圾投入庭院附

近的垃圾掩埋池中。何君昌告诉记者，政

府帮助建起的户用垃圾掩埋池真是个好东

西，既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困扰村民的生活

垃圾处理问题，又绿化、美化了环境。

桐柏属于山区县，由于农村群众居住分

散，部分群众养成“沟渠、坡下”倾倒垃圾的不

良习惯。同时，因农村垃圾收集难度大、运输

距离远、处理成本高、公共服务不到位等原因，

致使不少山村形成了垃圾围村的尴尬困境。

近两年来，桐柏县实施了“美丽乡村”

建设工程，把整治农村环境作为创建国家

级生态县的重要内容之一，摆上议事日程

强力推进。县里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任组

长，政府县长为常务副组长的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委

办、县政府办、县纪委、县委宣传部、县农办

等26个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县财政每年拿

出2000万元奖补资金，各乡镇政府也分别

拿出200万~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环境

整治。制定了“三无一规范一眼净”工作标

准，大力宣传，强化督察，表先促后，公开曝

光。在全县推行“干湿分离、就地解决”的

垃圾处理新办法，在相邻农户的庭院附近

偏僻位置开挖小型垃圾掩埋池，附近农户

可以把塑料袋、废纸、易拉罐等可回收利用

的“干”垃圾回收利用，把烂菜叶、剩饭等

“湿”垃圾倒入垃圾掩埋池，填满后直接覆

土，上面种植花草、树木、蔬菜。

桐柏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张富强告诉记者，户用垃圾掩埋池简

单易行、生态环保，节约了人力物力，是解

决山区偏远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难题有效、

可行的好方法，赢得了农户的广泛认可。

至目前，桐柏县已有1200余户村民使用户

用垃圾掩埋池，这一举措还将在全县推

广。“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全县建设电池、农

药瓶等有害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设施，让桐

柏山村更宜居！”张富强表示。

我省出台环境违法“黑名单”管理办法

九种行为将被列入“黑名单”

多方发力淘汰黄标车
周口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关键词：不得 责令恢复原状

有关法条：

第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

术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

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

第十九条 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

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

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第四十一条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

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

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

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第六十一条 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有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

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桐柏垃圾掩埋池让山村美起来
□通讯员杜福建孔德斌刘付生

记者曹国宏

本报讯（记者王志昭）昨日，记者从省环

保厅获悉，省政府修订的《重点污染物总量预

算管理办法》从2015年1月1日全面实施。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预算管理，是省

委、省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事项之一，

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建设美丽河南的一项重要举措。

总量预算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将总量预

算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环境保

护责任目标；强调了与新法新规、环境质量、总

量减排、排污交易、环评审批、排污许可相结

合；强化了与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的衔接；确立

了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环境质量达标率是获

得许可预支增量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促进总量

减排工作，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总量预算管理办法规定，各地应当根据

总减排量，制定年度重点污染物减排实施方

案，建立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统计、监

测和考核体系，火电、钢铁、水泥、平板玻璃、

造纸、印染等行业和公共污水处理厂实行全

口径污染物排放量统计。

对超过排放量的地区，不再分配下年度

重点污染物许可预支增量，暂停审批新增重

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实行严格的

问责制和政府环境保护目标“一票否决”制。

同时，实行总量减排减月调度、季通报、

定期督导制度,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环

境保护部门每月30日前上报重点减排项目

建设进度，省环境保护部门每季度通报各地

重点减排项目进度，定期进行督导。对重点

减排项目落实不到位的地方，实行总量减排

预警、约谈和挂牌督办。

省政府修订的《重点污染物总量预算管理办法》，从2015年1月1日全面实施——

减排不力要行政问责
排放达标可预支增量

重点污染物是指国家和本省确定的对环

境影响较大、需要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重

点污染物排放总量预算指标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约束性指标，包括控制排放量、总减排量和

许可预支增量。完成控制排放量和总减排量指

标的地方，才能获得下年度许可预支增量指标。

污染单位是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单位、

机关、团体和其他组织。实施排污许可证的排

污单位为重点排污单位。

重点排污单位的控制排放量，按照同一行

业、同等规模、同样治污工艺、同一排污指标的原

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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