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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获评 2021 年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表现突出集体

日前，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对 2021

年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表现突出的 90 个集体（生态环

境部门 30 个）和 150 名个人予以表彰。鄂州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支队获评表现突出集体，副支队长叶建彬获评表现

突出个人。

2021 年，按照国家、省、市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

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的统一部署，支队联合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周密部署，

精心组织，突出重点，精准打击，专项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加强培训提素质。采取线上与线下培训、请进来与走出

去等方式开展学习培训。每月组织开展 1 次专题线上学习，全年

累计线上培训 400 余人次。选派 40 余人次参加部级和省级执法

岗位培训，同时针对污染源自动监控、危险废物管理、行政处罚、

移动执法系统使用等工作举办 6 次集中培训，累计参加人数 200

余人次，执法人员执法办案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为顺利推进专项

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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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协调联动聚合力。牵头制发了《鄂州市严厉打击危险

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整治要求、目标、职责和任务，

组建了工作专班，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联合办案、会商督办等制

度。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督促涉案单位履行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户已入账 190.5 万元，打

破了“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怪圈。

三是精准打击强震慑。组织各大队不定期对辖区内危险废物

产生、经营处置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物联网申报等情况和

闲置厂房、坑塘、山坳、洼地、废弃窑坑等是否存在违规堆存、

随意倾倒、私自填埋危险废物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三部门工作

专班深入各地指导摸排线索。同时，充分发挥公众监督作用，畅

通举报渠道，全面收集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案件线索。专项行动期

间，共出动人员 400 余人次，排查矿物油销售及废矿物油产生单

位 48 家，查处未按规定转移废矿物油行为 1 起；排查铅蓄电池

收集单位及废铅蓄电池销售单位 4 家，对其中两家实施关停；查

处跨省市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案件 3 起，刑事拘留

10 人，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有力震慑了危险废物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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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召开一季度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推进会

2 月 23 日下午，支队组织召开一季度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推

进会，支队班子成员及支队各科室、各大队负责人参加会议，市

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成军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省环境执法监督局确定的筛选发布监督执法正

面清单、查处工业企业污水偷排直排环境违法行为、打击危险废

物环境违法犯罪、打击在线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生态环

境移动执法系统管理和使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等一季度

6 项重点考评项目进展情况，要求各科室、各大队锚定工作目标，

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推进一季度重点工作，力争实现“开门红”。

会议指出，我市生态环境移动执法系统使用在全省 1 月份考

评中排名靠后，2 月份使用情况同样不理想，导致该项目在全省

一季度生态环境执法重点项目考评中非常被动。各大队要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采取有效措施迎头赶上，改变被动局面。

会议强调，使用移动执法系统是规范执法的要求，是上级部

门重点考核项目。各大队要提高认识，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分

管负责人具体抓。要压实责任抓落实，把移动执法系统的使用压

实到各中队和个人，并加强考核，使之形成习惯。要围绕重点目

标任务抓落实，专项行动、执法检查、信访处理等所有执法监管

工作中都要使用移动执法系统。要夯实基础抓落实，稽查科要会

同各大队对污染源库和执法人员库进行优化，该剔除的企业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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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该调整的人员与省厅沟通，尽可能调整。要加强调度抓落

实，稽查科要建立预警机制，每周调度移动执法系统使用情况，

对未达到要求的大队及时提醒，各大队同时要加强调度。要加大

执法力度抓落实，执法监管中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要坚决立案查

处，笔录要使用移动执法系统完成。执法过程中要严格落实防疫

要求，加强自身防护。

各大队扎实开展生态环境领域隐患排查整治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全市生态环境领域隐患排查整

治的通知》要求，2 月份以来，各大队以化工园区、涉危废重行

业企业、危险化学品单位和医疗危险废物处置利用单位以及重点

尾矿库、放射源使用单位、饮用水源地为重点，扎实开展环境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共检查环境安全隐患点位 169 个，出动执法人

员 356 人次，发现环境安全隐患 9 处，立行立改 7 处，1 处正在

整改中。

一是强化医废处置监管保安全。加大医疗废物处置单位—湖

北圣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检查频次，要求该公司做好医疗

废物运送车辆的消毒和清洁工作，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

理制度，规范医疗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处置。

二是强化危险废物监管保安全。在已建立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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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单位清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清单、

危险废物重点监管单位清单等“四个清单”基础上，对 162 家产

废单位、3 家经营单位、19 家重点监管单位、1 家自行利用单位

危险废物监管物联网数据进行核实，同时现场指导重点监管单位

做好收集贮存工作。

三是强化尾矿库环境监管保安全。对白雉山、杨家湾、大洪

山等 3 处尾矿库环境安全开展排查，重点检查尾矿库排水设施和

地下水监测环保设施运行管理维护情况及应急预案落实情况，针

对发现的问题督促企业及时整改。

四是强化饮用水源地巡查保安全。加大对凤凰台、雨台山饮

用水源地的巡查力度，及时劝导钓鱼等违规行为，维修破损的隔

离防护设施。

五是强化放射源监管保安全。对 43 家核技术利用单位进行

全面排查，要求各单位增强辐射安全意识，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及时收贮废旧、闲置的放射源。各单位均按要求落实安全防护措

施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编制辐射事故应

急预案。

六是强化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监管保安全。对花湖污水处

理厂、葛华污水处理厂等 16 家废水重点排污单位进行全面排查，

要求废水全收集、全处理，保持污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控设施正

常运行。同时按照《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要求，检查园区各废水排放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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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督促企业定期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数据准确有效，

废水达标排放。

七是强化重点行业企业执法监管保安全。检查企业环保设施

运行情况，应急预案编制、应急物资设施、培训和演练开展情况，

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备足应急物质，

确保春节和冬奥会等重大活动期间环境安全。累计检查重点企业

49 个，发现问题 1 个，已整改完成。风险评估等级为重大的鄂

钢、鄂州电厂均已落实应急预案备案要求。

八是强化群众反映强烈信访问题整改保平安。《通知》附件

《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件点位清单》涉及我市的 4 个重点信访问

题 3 个整改完成。

鄂城大队筑牢“两节”期间生态环境安全防线

为切实做好环境安全工作，确保辖区生态环境安全，鄂城大

队紧抓关键环节，严格监管执法。“两节”期间，共出动执法人

员 296 人次，检查点位 122 个，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2 起。

一是专题部署抓落实。召开加强“两节”期间环境安全应急

工作部署会，传达上级部门有关环境风险隐患排查与疫情防控的

最新指示精神，明确工作任务。要求执法人员充分认识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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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聚焦突出问题，

紧盯薄弱环节，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各项措施和要求落到

实处，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二是全面排查除隐患。结合各类专项检查，督促企业落实环

保主体责任，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并加强帮扶指导。

三是强化医废处置监管。开展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情况专

项检查，要求各医疗机构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规范收集

医疗废物，处置医疗废水。加大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的检查频次，

要求处置单位做好医疗废物运送车辆消毒和清洁工作，严格执行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规范医疗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处置。

加强隔离点医疗废物处置及污水消杀情况检查，督促各隔离点规

范暂存医疗废物，确保污水消杀系统正常运行。

华容大队采取有效措施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今年以来，华容大队主动适应新形势，不断提升服务效能，

用心用力为华容区企业发展当好“店小二”。

一是细化帮扶指导。组织人员深入企业走访调查、座谈交流，

了解企业所困、所求、所需，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

企业环境保护意识。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保障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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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和疫情防控期间信用权益，及时开展企业环境信用修复指导。

对已取得排污许可证需开展自行监测的企业“一对一”帮扶，指

导企业完善自行监测平台信息。

二是执法与服务并重。严格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和行政

执法管理制度，筛选和上报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落实相

关措施。指导重点排污单位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企

业不带问题复工复产。定期梳理企业周边群众反映的环境问题，

形成台账，限期整改。

葛店开发区扎实推进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

按照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长江经济带工业

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葛店开发区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专项行动。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制发了《葛店开发区工业园区水污染整

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聚焦目标任务，细化责任分工。成立了

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专项行动的统筹、协调、调度。

二是全面查找问题。葛店大队对涉水企业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建设运行、葛华污水处理厂进出水、自行监测、自动监测数据联

网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协调综合执法局、住建局、葛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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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针对污水管网建设情况、混接错接等

情况进行深入排查。

三是建立问题清单。针对摸排问题形成问题清单，拉条挂账，

制定“一园一策”整治方案。四是委托“环保管家”技术人员配

合开展排查、诊断，对症下药，做到“问题摸清、对策有效、整

治有力”。

四是坚持抓促结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调度，推动工作落

实。区纪工委对履职不力、进展迟缓、弄虚作假等问题，采取通

报批评、公开约谈等措施；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移交有关部门

处理。

临空经济区大队扎实做好大气和水污染
执法监管工作

2 月份，临空经济区大队坚持日常检查不停歇，环境监管不

松懈，扎实做好大气和水污染执法监管工作。

一是对碎石加工、机制砂前期整治成果开展“回头看”。累

计出动执法人员 20 余人，检查已拆除的非法企业 30 余家，严防

死灰复燃。二是开展春节和元宵禁鞭巡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7 人，现场劝阻或制止数起群众燃放烟花爆竹行为。三是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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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医疗污水处理处置和工业企业污水排放监管工作，定期

上报涉疫医疗废物及医疗废水场所检查情况统计表。四是持续推

进长江排污口“一口一策”整治方案落实。辖区 163 个排污口已

完成整治 92 个。拟竖牌的排口 24 个，已全部完成。“一口一档”

台账已初步建立。五是对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异常

情况进行了核查。查明了鄂州球团有限公司数据出现恒值情况的

原因，并督促企业采取措施恢复正常。查明鄂州浦华鄂清水务有

限公司 COD 日数据超标 10 小时原因为多通道阀发生故障。通过

采取拆洗多通道阀、维修阀芯、导入试剂等措施，数据恢复正常。

【执法办案】1-2 月份共立案 9 起，其中支队 2 起、鄂城 4

起、华容 2 起、梁子 1 起；下达处罚 3 起，罚款 17.8 万元，其

中鄂城 1 起，罚款 2.5 万元；华容 1 起，罚款 1.3 万元；葛店 1

起，罚款 14 万元。

【环境信访】2 月份共受理环境信访件 26 件，其中支队 1

件、鄂城大队 6 件、华容 10 件、葛店 9 件。按污染类型分：水

污染信访件 4 件、大气污染 8 件、噪声污染 12 件、其他 2 件。

已办结 15 件，11 件在办理时限内，正在办理。

【工业企业污水排放执法监管】该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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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共检查企业 135 家，发现问题 21 个，整改完成 10 个，立案查

处 2 起。

【机制砂行业环境污染问题专项整治】全市共摸底排查机制

砂（碎石）企业 50 家：鄂城 26 家、华容 15 家、梁子 2 家、葛

店 1 家、临空 6 家。发现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的企业 43 家：鄂城

25 家，华容 15 家，梁子、葛店、临空各 1 家；整治完成 11 家，

鄂城 6 家、华容 5 家（关停）；正在整治 32 家；鄂城 19 家，华

容 10 家，梁子、葛店、临空各 1 家；鄂城大队立案查处 1 家。

【筛选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各大队筛选上报企业 33

家，其中疫情防控类 4 家、日常监管类 29 家。下步将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核实筛选，形成清单并按程序公示和发布。

【入河排污口整治】全市 558 个排污口，2 月份完成整治 41

个，累计完成 257 个。其中，鄂城区共有排污口 249 个，2 月份

完成整治 0 个，累计完成 120 个；华容区共有排污口 99 个，2

月份完成整治 14 个，累计完成 33 个；葛店开发区共有排污口

47 个，2 月份完成整治 4 个，累计完成 12 个；临空经济区共有

排污口 163 个，2 月份完成整治 23 个，累计完成 92 个。

【跨区域环境违法行为查处】湖北力能混凝土有限公司位于

梁子湖区梧桐湖新区大垅村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龙泉街新

黄湾交界处，场地冲洗水通过厂区西侧排污口排至新黄湾。根据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移交的线索，梁子湖大队会同梧桐湖新区管委

会相关部门对该起跨区域环境违法行为予以查处，向该公司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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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该公司立即封堵违规设置

的排污口。目前该排污口已封堵。

报：局领导班子成员。

送：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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