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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最严厉执法保护水环境
让违法企业“人财两空”

停产整治后如果还存在违法行为
将报政府依法关闭

加大水环境执法力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4月中旬，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组织开展“打击典

型水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这被岳平称作是近年
来环保部门最严厉的一次打击行动。

白沙南大洋实业有限公司木棉酒精厂经理李宗
洲介绍，他们将对剩余的12000立方米酒精废液进
行焚烧处理。而对于私设活动开口并使用软管连接
向外抽取浓缩液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另一名负责
人表示承认，但称“那是工人疏忽导致”。

不管理由是什么，其行为已构成“私设暗管向外
环境排放废水”违法行为。5月8日，白沙县国土环
境资源局依法向木棉酒精厂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处以罚款10万元。

“环保部门已责令酒精厂停产整治，对其违法行
为依法立案处理，并正在办理移交公安机关的手
续。”白沙国土环境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陈向明
说。针对企业偷排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对
企业负责人实施行政拘留。

存在水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严重的将会面临
“人财两空”处境。

省国土环境资源监察大队有关负责人说，海南
思远食品有限公司长期超标排放废水和违反“三同
时”制度案如果整改不到位，将依法将其关闭。

启动按日计罚
使环境违法行为“罚无上限”

在此次“全省打击典型水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挂牌督办的5家企业中，海南新台胜实业有限公
司和海南高远食品有限公司这两家企业因超标排放
被罚的次数分别是7次和6次。

上个月罚了这个月又来，这两家企业超标排放
“毛病”屡次发作真的没法治么？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有关处室的负责人认为，违法成本低导致企业在利
润最大化目标的引导下，宁可选择违法，承担相对轻
微的法律责任，也不愿履行防治污染的法定义务。
这成为环境违法案件频发、违法排污企业屡罚屡犯
的一个重要原因。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据新《环
保法》的配套执行办法查处相关企业，比如按日连续处
罚制度打破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罚款数额的限制，使‘罚
无上限’。”

“在被责令整改期间，我们压力非常大，按日计罚
对公司来说绝对是承受不起的。”海南新台胜实业有
限公司运营副总经理王智明说，经过整改，5月份他们
公司排放的污水经定安环保部门检测已经达标。

“这场严厉打击突出水环境违法行为的行动远
没有结束，这仅仅是开始。”岳平表示，此项专项行动
打击水环境违法行为的力度在全省尚属首次，通过
严厉打击突出的水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一批典
型环境违法案件，促进新《环保法》的贯彻实施，保障
群众环境权益，提升我省生态环境质量。

将任务分解到各市县
完不成任务相关领导将被约谈

“海南的水环境将着力抓两头，一边保护一边治
理，力保大江大河的优良水质，整治恢复已被污染的
水体。”岳平指出，海南水环境管护工作，将对水质较
好的河流抓好保护，重点整治污染较重的河流及干流
河段、黑臭水体，避免污染后再治理付出的巨大代价。

今年4月，环保部《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
十条”）出台，其中提出的一项目标就是到2030年，城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为95%左右。

对此，岳平指出，应对“水十条”，省里正在制定
落实办法，江美凤告诉记者，具体的实施办法和细则
将会根据我们省水环境存在的问题，确定具体措施、
牵头部门、指标等，“今年年底左右就会出一个实施
方案。”

对市县政府治理水环境如何进行约束？江美凤
介绍，每年国家都会下达每个省份年度总量减排目
标，对主要污染物进行控制，而省里会将减排目标再
分解到各个市县，每个市县都有一个指标，省里也会进
行考核，有些市县的减排目标没完成会被约谈。“这就要
求市县政府领导不能光看GDP，要发展也要保护。”

5月11日，省生态环境保护厅首次召开海南省主要
污染物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约谈会，多个市县分管
环保工作的副市（县）长和企业代表因未完成2014年度
相关的环保任务、相关的职责没有履行到位被约谈。

“水十条”中规定，治理这种黑臭水体就是一大
指标。对此，江美凤表示，引进来水、进行截污、底泥
清理、生态修复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污染源问题。

日前，省水务厅、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联合印发《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任务分解方案》，
提出到今年年底，全省各市县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80%以上，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70%以上。

由部门治理转向全民治理
百姓用点滴行动向环境“示爱”

“谁也离不开水，治水护水也应由部门治理转向
全民治理。”岳平还强烈呼吁公民参与到水环境治
理、保护中来。他指出，城市内河污染与人们日常行
为不无关系，水环境的治理应是一场全民治理，环境
问题关系着每一个个体，需要全民的力量参与。

“让老百姓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的真面目尤为
重要。”岳平指出，我省将加大城市内河的监测，加强
信息发布的力度。同时，公众一旦发现水环境污染
行为的线索，可以随时向环保部门提供，形成全民治
水的态势。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

核
心
提
示

■■■■■ ■■■■■ ■■■■■

■
本
报
记
者

周
晓
梦

刘
操

今年4月，央视将镜
头对准三亚市内河，曝光
了内河污染、水体氨氮严
重超标等问题，直呼“别
让黑水挡了旅游城市的
景”。

三亚河只是一个缩
影，在今年第一季度全省
水环境质量状况的报告
中，三亚、文昌、五指山、
东方、澄迈和屯昌6个市
县的城市内河水质达标
率为0%，海口城市内河水
质达标率为11.1%。

工业污水、生活垃
圾、城市面源污染、城镇
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水
……诸多污染源造成水
体不能承受之痛。

今年 4 月，我省启
动近年最严厉的“打击
典型水环境违法行为专
项行动”。截至 5 月底，
全省排查梳理出来的各
类排放水污染物违法企
业 136 家，共计处罚金
额 304.35 万 元 ，立 案
136 家，发处罚决定书
76家。

省环境监测中心对全省28条城市
内河和4个内湖进行监测：

全省城市内河总体中度污染
水质达标率仅

“三亚河整体水质不佳，达不到老百
姓对它的期待，也达不到国际滨海旅游城
市的要求。”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综合室副
主任江美凤从2008年开始对全省的水环
境做分析，如今已有7年时间。

她提出，我省主要江河及湖库水质保
持优良，但是城市内河、部分入海河流水
质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在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发布的报告中，
监测部门对全省18个市县县城以上城市
（镇）建城区内的28条城市内河（溪、沟）
和4个内湖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全省城
市内河总体水质中度污染，水质达标率仅
51.4%。

在海口，今年年初，美舍河河段水葫
芦快速繁衍，河面几乎被水葫芦覆盖，水
葫芦叶面上蚊蝇孳生，根茎下的河水发
绿发黑，风一过，河面就隐隐飘来阵阵腥
臭味。

在江美凤看来，氮磷比较高的污水进
入河流后，易使水葫芦疯长，“这些都是水
质差的表征。”

不仅如此，龙昆沟、大同沟、红城湖、
东西湖、金牛湖等海口市内的其他湖河
水质均显示超标，未达到水环境管理目
标要求。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日前发布的
《2014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海口市区的龙昆沟入海排污口全年监
测均超标排污，主要污染要素是粪大肠菌
群，该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不能
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的要求。

“海南的水质应该越来越好，但是它
没有越来越好。”在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副
厅长岳平眼中，海南的城市内河水质虽
然没有恶化，但也不理想，长期处于污染
状态。

海南城市内河水质状况堪忧，省内一
些独立入海的小河流的污染问题也不容
忽视。“一些市县城市水体长期处于污染
状态。”岳平同时指出，我省部分入海河流
河口水质状况也存在问题。

今年第一季度水环境质量状况监测
报告显示，文昌文教河、文昌河等部分河
流的河口断面水质为轻度污染，水质常年
较差，东方市罗带河的河口断面水质由Ⅲ
类下降为Ⅳ类。

“像文昌文教河、东方罗带河这些都
是老难题了，文教河是城镇生活污水比
较严重，常年水质Ⅳ类中度污染，这五年
都是这种水质状况。”江美凤表示，水环
境被污染首先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会
觉得不满意，本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舒适
度达不到要求；其次从游客角度来说的
话，水质状况不佳直接有损海南岛的旅
游形象。

一些工业企业“昧良心”
超标排放、私设排污口、
“顶风”排放……

●白沙南大洋实业有限公司木棉酒
精厂的污染事故：私设暗管向外环境排放
废水，发生酒精废液渗漏，流入附近河沟。

●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的水环境
违法案件：自2009年投产以来，未经环保
部门验收一直违法生产，产生的废水未经
污水处理站处理，直接向外环境排放。

半个多月前，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在“全省
打击典型水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会议”上，
通报了白沙南大洋实业有限公司木棉酒精厂
私设暗管向外环境排放废水的违法行为。

经调查，今年2月中旬，白沙南大洋实业
有限公司木棉酒精厂酒精废液浓缩罐私设活
动开口，并使用软管连接向外抽取浓缩液，用
于有机肥料实验，由于未做好防护措施，导致
浓缩液向外排放，造成环境污染。由于酒精
废液渗漏污染周边环境、流入珠碧江造成一
般污染事故。

6月9日上午，记者与省国土环境资源监
察总队的工作人员来到私设排污口排放水污
染物的白沙南大洋实业有限公司木棉酒精
厂。该厂区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省道
310线86公里处，厂内的机器设备早已停产
多日。

现场，酸臭难闻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在
距离酒精废液存放池十米左右的地方，气味
愈加浓烈。

酒精废液池是一个露天的泥坑，并无任
何防雨防渗措施，池子里的液体呈墨黑色，泥
坑液体水位线周边的土壤也被染成了黑色，
池中还飘浮着树枝、木棍、塑料瓶等杂物。

在此次污染事故中，第一时间发现“废液
渗漏”的并非当地环保部门和执法人员，而是
附近村民。

“当时我看到河沟里的水泛黑色，味道酸
酸的，很难闻。”白沙邦溪镇大米村委会四队
的村民陆伟（化名）回忆说，今年2月13日，他
发现村庄旁边的河沟有不明黑色液体流入，
不仅味道刺鼻，而且河水里还产生一些白色
泡沫。村民猜测这些黑色液体是从酒精厂流
出的。

白沙环保部门的查处验证了村民的猜
测，该厂私设暗管向外环境排放废水，发生酒
精废液渗漏。

令人触目惊心的偷排行为不仅这一家，
在专项行动中，通过私设暗管等方式规避环
保部门监管偷排废水的企业有7家。偷排已
是违法，企业中更有甚者顶着偷排、超标等多
项“罪名”在生产。

“该项目自2009年投产以来，未依法通
过环保部门验收一直违法生产。”“该项目产
生的废水未经污水处理站处理，直接向外环
境排放。”“排放污水的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生化需氧量均超国家规定标准。”

——在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挂牌督办的5
宗典型水环境违法案件中，海南思远食品有
限公司的水环境违法行为一项项在列。

近日，记者走访位于临高县临美路工业
开发区的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时，发现厂
区内污水管道上方的水泥板已被搬开，里面
全是灰色油腻粘稠、夹杂乳白色絮状物的液
体，散发着一阵阵腥臭味，与周边绿树红花的
景象格格不入。

而正是这些未经任何处理的，清洗和加
工鱼、虾等水产品的生产废水，通过雨水管
网，从该厂私自设在厂区西南方向的废水排
放口，直接排到墙外，然后汇集到附近头板村
的农灌水利渠，沿着水利渠流到文澜江。

去年，文澜江多莲取水口2月、9月受化
学需氧量影响，水质为Ⅳ类，不能满足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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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水质不佳的污染源来自哪里？

让人担忧的
城市内河水质

拯救“黑水河”
多手都要硬

内河成只进不出的纳污池
雨污混排、城市建设切断水系、
垃圾污水倾倒河里……

●1辆车上泥沙约为1.5公斤-3公斤，洗车时
产生的污水未经沉淀直接排入雨水管网，易引起
管网堵塞，而洗涤剂等化学物品直接排入城市雨
水管网，会造成水体污染。

●美舍河里除了临时夜宵摊点的垃圾，还漂
浮着很多生活垃圾和废弃物，环卫工隔三差五就
会撑着船在河里打捞垃圾和死鱼。

“城市许多居民的洗衣机是放在阳台上的，甚至
有的人家将阳台改造成厨房。”岳平指出，住宅的阳台
所留的下水管道是为了排雨水，并不适合用于排放污
水。现在城市居民的洗衣机放在阳台，这种现象至少
占到10%以上。

城市有两种排水系统，一个是污水排泄，另外一个
是雨水排泄，城市污水必须要经过污水处理站集中处
理，而雨水并不需要。但许多居民并不区分雨水管道
和污水管道，将阳台的下水口当成了排污口，洗衣所用
的化学物质及衣服本身的化学物质，就这样在不经意
中排到了城市的雨水管网系统，造成了水质污染。

记者调查发现，雨污不分流、污水直接排进海南
城市内河的行为随处可见，以洗车行业为例，不仅会
浪费大量的水资源，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水污染问
题。洗车时从车轮上冲洗下来带泥沙的污水，1辆车
上泥沙约为1.5公斤-3公斤，如果未经沉淀直接排入
雨水管网，则易引起管网堵塞。而且洗车时使用洗涤
剂等化学物品，产生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石油类、有机
磷、悬浮物、表面阴离子活性洗涤剂等污染物，这些污
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城市雨水管网。

烧烤摊点、大排档等的污水垃圾，生活垃圾废物
随意倾倒的现象同样严重。

6月10日晚，海口美舍河中山南桥段，夜宵摊点
把人行道占得满满当当，临时支起的桌椅紧靠在桥段
河边。烧烤摊烟气熏天、路面油渍斑斑，食客们将手中
的烧烤竹签、塑料袋、饮料瓶等垃圾顺手扔到了河里。

美舍河里除了临时夜宵摊点的垃圾，还漂浮着很
多生活垃圾和废弃物。“我们隔三差五就会撑着船在
河里打捞垃圾，但总是捞不完。”美舍河国兴桥段一名
环卫工人略显无奈地说。

而且，由于城市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土地利用
结构和格局问题切断了城市水系，导致水系不畅通，
河流无来水补充，所以水质污染状况也难以改善。

除此之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欠账较多也同样困
扰着海南水环境的治理工作。目前，全省已建成36
座污水处理厂，覆盖县城和工业园区，但多数管网配
套不完善，污水处理厂运行效率低。绝大部分人口较
为集中的镇墟和农场场部没有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另一方面，入海河流污染主要是受城镇生活污
水、畜禽养殖废水、过量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和农村
面源问题等影响。今年第一季度，东方市罗带河的河
口断面水质由Ⅲ类下降为Ⅳ类，主要就是受上游畜禽
养殖影响。

51.4%

被污染的水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污水排放触目惊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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