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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福建馥华食品有限公司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案

一、案情介绍

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工作人员调阅监控数据发现，自 4

月份以来，福建馥华食品有限公司总排口的氨氮监测数据经

常出现以下情形：数据在经过突变后，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波动很小；过段时间，数据再经过突变后，又重复上述情况。

针对该点位自动监测数据呈现出的这种周期性规律，经分析

认为现场仪器被动手脚的可能性较大。

5 月 4 日，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会同福州市环保局、福

清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福建馥华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

突击检查，发现监控总排口的 COD 和氨氮自动监测设备的采

样管路已被人为断开，连接总排口的一端被人为封口，致使

自动监测设备无法抽取总排口废水；连接监测分析仪的一端

插入一瓶装有水样的矿泉水瓶中，从中取样监测；样品消解

加热温度和加热时间设置低于正常值。检查同时发现该公司

用消防管道连接一根软管，将消防水排入处理设施气浮池稀

释污水。

福州市环保局对企业上述违法行为立案处罚，已下达行

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认为企业存在“不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

对设施采样口装置进行变动操作 ”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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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条第三项的规

定，将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以人民币

5 万元的罚款。并同步对其涉嫌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移送公

安机关，依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相关责

任人实施行政拘留，目前公安机关已受案办理。

二、案件分析

办案人员经分析，认为企业存在如下违法行为：

1.不按照技本规范的要求,对仪器、试剂进行变动操

作。《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的第十七条、

十八第、十九条和二十条，分别是针对“不按要求备案登记”、

“不配合检查”、“不正常运行监控设施”和“弄虚作假”

四种类型。本案中，企业除变更为矿泉水瓶中进样外，还人

为对采样管路进行封口，可以推断其并非是短期行为，具有

长期实施的主观动机，不是仅“不正常运行监控设施”，而

是“弄虚作假”。因此，套用第二十条的规定处理。

2.篡改、伪造监测数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

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

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包括“对污染源监控系统

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和“破坏、损毁监控设

施采样管线……”等情形。企业将 COD 和氨氮自动监测设备

的采样管路断开并封口，符合破坏监控设施采样管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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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分析仪从装有水样的矿泉水瓶中取样，符合对污染源监

控系统进行干扰情形；样品消解加热温度和加热时间设置低

于正常值，属于擅自修改仪器参数，符合对污染源监控系统

进行修改情形。企业同时伴有超标排污行为。因此，企业行

为符合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3.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根据福建省公、检、法、

环保《关于办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闽

环发〔2015〕5 号）规定：“在污水处理中间、末端工序或

生产工艺废水产生环节大量加入清水…排入外环境，若非工

艺需要或无合理解释，可做如下认定：有污染防治设施的，

为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无污染防治设施的，为通过其

他规避监管方式排放污染物。”本案中将消防水排入污水处

理设施气浮池稀释污水的行为，可认定为“不正常运行污染

防治设施”。

三、案件启示

1.监控平台调阅人员长期调阅数据，对企业正常排污数

据积累了一定经验，通过数据统计，观察曲线等多种方式，

对较长时段数据进行仔细分析，是可以发现数据异动的蛛丝

马迹。在此基础上，现场查处企业监控数据弄虚作假的违法

行为就更有针对性，提高了工作效率。

2.本案企业采取多种手段改变自动监控设施属性，达到

数据造假的目的。除直接从矿泉水瓶中进样外，还人为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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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管路进行封口、不正常设置样品消解加热温度和加热时

间。因企业不从总排口进样监测，其不正常设置样品消解加

热温度和加热时间基本不影响监测数据是否达标，但不排除

企业之前曾使用过这种手段造假，由于排放仍不达标，故干

脆断开采样管路，直接从矿泉水瓶中取固定的样，以确保监

测数据“稳定达标”。

3.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伪造监测数

据的相关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并不免除对企

业其他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针对废水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

造假的违法行为，目前，并没用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款，故依

照《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和《水污染防

治法》中相关条款进行处罚。



5

案例 2

长乐市富平印染有限公司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案

一、案情介绍

2016 年 5 月 5 日，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会同长乐市环保

局执法人员对长乐市富平印染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发现

污染源监控系统采样管路已多处堵塞，COD 监测仪器无法取

到水样，而是反复从测量储样瓶中取水样。经调阅设备历史

数据，发现近期监测值波动很小，如 5 月 4 日，COD 自动监

测数据稳定在 107-126mg/L 之间，5 月 2 日稳定在 113-126

之间。查看 COD 自动监测仪的设置参数发现，仪器设置量程

0-200mg/L，而该公司目前执行的废水 COD 排放标准为 200

mg/L。执法人员在总排口同时采集了两瓶水样，分别进行现

场在线仪器分析和实验室分析，测值分别为 136mg/L 和 225

mg/L，两者监测结果相差较大，涉嫌伪造监测数据。

长乐市环保局对该公司上述违法行为已立案查处，并下

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对其涉嫌伪造监测数据的违法行为已移

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公安机关已受理。

二、案例分析

违法行为的认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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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正常运行监控设施。本案中，采样管路已多处

堵塞，无法抽取实际水样进储样瓶，但企业没有及时修复，

并向环保部门报告，而是放任故障存在，符合《污染源自动

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九条第二项“污染源自动

监控设施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不按照规定报告又不及时

检修恢复正常运行的”的情形。

（二）伪造监测数据。

1.采样管路已堵塞无法抽取水样进储样瓶，但分析仪器

仍可抽取储样瓶中所留存的水样，按理说检测几次后储样瓶

中所留水样将会被抽空，而无法再进行分析。现场检查时储

样瓶内仍有水样，说明企业了解设备进样流程，并定期人工

给储样瓶添加水样。由此推断，企业在污染源监控设施发生

故障后，采用人工往储样瓶加水样且水样不是从总排口取得

超标样，而是能确保达标的样。且企业污染物超标排放，符

合《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

法》，有关对污染源监控设施采取人工干扰的方式，达到伪

造监测数据目的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情形。

2.该企业排放标准为 200mg/L，通常应将仪器量程设置

为超过排放标准的 1.5 倍－2 倍。但企业将 COD 监测仪器设

定为 0-200mg/L,造成企业外排的废水的监测浓度均不会超

标,属于擅自修改仪器参数。且企业污染物超标排放，符合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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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对污染源监控设施采取修改的方式，达到伪造监测数据

目的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情形。另外，企业修改仪器参数行为

也符合《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九条

第六项“擅自改动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相关参数和数据的”

和第二十条第三项“不按照技本规范的要求,对仪器、试剂

进行变动操作的”的情形。

因此，上述违法行为符合《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

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第六条对“《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

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所规定的“干扰”和“修改”

情形的，可认定企业存在篡改、伪造监测数据违法行为。

（三）超标排放。执法人员在总排口采样送检的水样，

经监测其 COD 浓度超过排放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中“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

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违法情形。

三、案件启示

1.本案企业人工往储样瓶添加的水样 COD 并不低，浓度

在 100-200mg/L 之间，既确保达标，又符合常理，执法人员

在远程监控平台很难看出端倪，只有通过现场仔细检查才能

发现问题。说明企业在自动监控数据造假中，会给远程监控

造成一个数据合理的假象，从而避免因数据异常或不合逻辑

而被在远程监控中被锁定为嫌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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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污染源监控设施的现场检查中，往往发现监控系统

设置参数不符合实际要求的问题，但企业往往解释是设备厂

家设置的，而难以认定其是否为“擅自改动污染源自动监控

系统相关参数和数据的”的行为。因此，在污染源自动监控

系统的日常管理中，应落实《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

检查办法》的第七条的要求“排污单位或者其他污染源自动

监控设施所有权单位,应当在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后五

个工作日内,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有关情况交有管辖权的

监督检查机构登记备案”的规定，将备案参数作为现场检查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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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滨州市博兴县某窑坑积存废水网络舆情案

一、案情简介

3 月 31 日凌晨，凤凰、新浪等门户网站纷纷转载“山东：

20 亩耕地被挖出 30 米深大坑灌满工业废水”的报道。山东

省政府负责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山东省环保厅于 3 月 31 日 8

时成立独立调查组，当日中午到达现场开展工作。

(一)基本情况

舆情反映的窑厂土坑位于滨州市博兴县店子镇张侯村

北约 1 公里处，地处滨州博兴、东营广饶、淄博临淄三市县

区交界处，形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原为张侯村窑厂取土场，

1992 年窑厂因经营不善关闭，该土坑作为村集体取土场沿用

至今，村民建房、村内修路、农村卫生集中整治等用土均取

自该处。经省国土厅调查核实，该窑厂取土坑用地手续齐全，

未涉及耕地。多年来，周边村庄部分生活垃圾曾非法在此倾

倒。2015 年，接到群众反映有车辆向该土坑倾倒工业垃圾、

工业废水的举报后，博兴县政府部门对土坑垃圾进行过清

理，为阻止继续倾倒，县政府安排有关部门在土坑东侧和北

侧设置 500 米彩钢板围挡和 200 米铁丝网。经现场勘查，该

窑坑面积 28.3 亩，分为北坑和南坑，北坑内积存数百方废

水，南坑内没有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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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分析及来源调查

通过对土坑废水进行监测分析，结果显示：pH 值 5.98，

呈弱酸性，带有刺激性气味；甲苯浓度 10.62mg/L，对+间-

二甲苯浓度为 7.17mg/L，乙苯浓度为 7.91mg/L，邻-二甲苯

浓度为 8.05mg/L，苯乙烯浓度为 9.2mg/L，1,2,4-三甲苯浓

度为 3.94mg/L，1,3,5-三甲苯浓度为 1.46mg/L。废水中锌(Z

n)、铬(Cr)、汞(Hg)浓度分别为 62.3mg/L、0.89mg/L、0.0

02mg/L,分别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

类标准的 30.1 倍、7.9 倍、1 倍。

经对土坑周边环境进行排查发现：紧靠土坑西侧存有 2

个土炼油罐，系两年前取缔“土小”炼油作坊后存放于此；

土坑西侧约 200m 处建有岩棉、电镀、彩钢瓦表面胶等 8 家

家庭作坊式小企业(其中 1 家企业为镀锌“土小”电镀)。根

据以上特征污染物和现场勘查判断，土坑废水主要来源于以

下三个方面：一是土坑西侧原“土小”炼油企业被取缔前倾

倒生产废水，被取缔后油罐因长期腐蚀造成残液外溢进入土

坑；二是电镀、彩钢瓦表面胶等周边小企业产生的生活污水

和生产废水；三是垃圾产生的渗滤液。

(三)地下水污染调查

该地区农田灌溉全部使用 160 米以上的深井水，我厅执

法人员分别对土坑周边 3 个农业灌溉井水质进行了取样监

测，结果显示：锰(Mn)浓度分别为 0.01mg/L、0.006mg/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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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mg/L，镍(Ni)浓度分别为 0.0007mg/L、0.0009mg/L、未

检出，铜(Cu)浓度分别为 0.0002mg/L、0.00008mg/L、0.00

001mg/L,锌(Zn)、镉(Cd)、汞(Hg)均未检出。由此判定，窑

厂土坑周边的地下水尚未受到土坑内废水的影响。

二、处理处置过程

(一)加强组织协调

省环保厅独立调查组第一时间将调查发现的问题向滨

州市进行了反馈，提出了整改建议。滨州市委、市政府成立

了现场处置、监测分析、污染源调查、责任调查、综合分析

等 5 个工作小组，全面展开工作，并立即组织开展全市范围

内废坑排查行动。

(二)科学处置，依法查处

根据水质化验分析结果，组织专家制定了废水处理方

案，并由雅美科技有限公司对废水进行预处理后进入光大污

水处理公司进一步处理，现已全部处理完毕。

经鉴定，窑坑底泥与废弃岩棉均属于一般固体废物，目

前，窑坑底泥已全部运至滨州格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处

理，废弃岩棉已全部运至店子镇辛朱村封闭仓库暂存。废弃

土炼油罐及有关废液均属于危险废物，已全部交由具有危险

废物处置资质的山东新天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妥善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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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坑内废水及底泥清理完毕后，根据国土及规划部门意

见对窑坑进行了复垦，现已全部栽植了速生杨，实现了绿化

全覆盖。并在窑坑南侧设置了铁丝网围挡，保障窑坑周围行

人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三)相关企业处理处罚情况

博兴县店子镇、环保、公安等部门联合深入排查，已依

法对窑坑周边 8 家“土小”和家庭作坊式企业进行了集中清

理取缔，目前上述 8 家企业生产设施均已拆除完毕。

博兴县公安、环保等部门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进行全面

调查，依法查处环境违法犯罪案件 4 起，案件涉及 5 名犯罪

嫌疑人，已刑事拘留 3 人，网上追逃 2 人。

（四）严肃责任追究

滨州市依据环保督政责任追究要求，对博兴县县长进行

了约谈，对分管副县长、县环保局分管副局长书面诫勉；对

博兴县店子镇党委书记、镇长、镇政府专职信访助理员分别

予以免职。

（五）及时信息公开

舆情发生后，省环保厅密切关注并及时对外公开了工作

进展信息。滨州市委宣传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先后在

大众网、新华网发布 4 篇新闻通稿。“@山东环境”、“@滨

州环保”等部门政务微博，也积极跟进发声，并与网友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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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大 V 进行互动。随着工作进展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博兴县

窑厂土坑废水问题的网络舆情逐步平稳。

三、案件启示

一是快速响应，加强组织协调。该案件既是网络媒体纷

纷报道的舆情案件，又是省政府和环保部高度关注的重大案

件,必须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立即由主要领导组织业务骨

干第一时间赴现场进行查处，作为环保部门要指导协调各部

门按照各自职能分工配合当地政府立即采取相应工作措施。

二是追踪溯源，锁定废水来源。调查处理倾倒、偷排环

境违法行为时，要认真开展详细的勘查工作，重点检查周边

是否存在偷排暗管、雨污管网以及涉水企业，并进一步对涉

水企业生产废水处理设施进行排查。涉及固废的需依据固废

成分和特性，重点检查周边产生同类固废的企业，并进一步

对企业固废管理台账进行检查。本案初步勘查，紧靠土坑西

侧存有 2 个土炼油罐(其中 1 个已经泄漏殆尽)，土坑西侧约

200m 处建有岩棉、电镀、彩钢瓦表面胶等 8 家家庭作坊式小

企业（其中 1 家企业为镀锌“土小”电镀），上述企业雨水

管网直接与土坑西侧相连。此外，为进一步验证废水来源，

本案第一时间对倾倒或偷排的废水进行了特征污染物分析，

明确废水成分，与周边涉水企业生产废水进行了比对。土坑

废水经监测含有多种苯系物和重金属，与电镀锌、彩钢瓦表

面胶等企业生产废水和土炼油罐残夜成分相一致。根据特征



14

污染物比对和现场勘查，判定土坑废水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土坑西侧原“土小”炼油企业被取缔前倾倒生产

废水，被取缔后油罐因长期腐蚀造成残液外溢进入土坑；二

是电镀、彩钢瓦表面胶等周边小企业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产

废水；三是垃圾产生的渗滤液。通过对废水监测分析，也便

于及时对土坑废水以及底泥进行定性，为下一步科学处置决

策提供监测数据的支撑。

三是深入调查，保障农田土壤和地下水安全。发生重大

环境污染应急事件，需及时对周边环境开展调查监测，尽快

判断影响范围和程度。现场调查土坑较深，积存废水无法外

溢污染农田土壤，土坑西、北、南三面皆为农田，农田粮食

作物长势良好，灌溉全部使用 160 米以上的深井水。执法人

员分别对土坑周边 3 个农业灌溉井水质进行了取样监测，结

果显示：Mn 浓度分别为 0.01mg/L、0.006mg/L、0.006mg/L，

Ni 浓度分别为 0.0007mg/L、0.0009mg/L、未检出，Cu 浓度

分别为 0.0002mg/L、0.00008mg/L、0.00001mg/L,Zn、Cd、H

g 均未检出。根据灌溉井水和土坑内重金属数据比对显示，

窑厂土坑周边的农业灌溉井水尚未受到土坑内废水的影响。

这与省农业厅 2013 年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普查结果，即

该废弃窑坑附近土壤样品的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国家标准值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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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科学处置，确保污染整改到位。在处置环境应急事

件中，由于涉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性，针对土坑废水、底

泥、岩棉残品等固体废物及土炼油罐残存废液、电镀废酸的

处置等，要在分析鉴定和认真研判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处置

方案，防止二次污染。同时，要针对土坑、土炼油和电镀、

彩钢瓦表面胶造成土壤污染，制定土壤修复方案，尽快组织

开展生态恢复工作。

五是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和汇总上报。舆情发生当日，省

环保厅迅速发声，积极应对媒体，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信息，

跟踪关注舆情动态。现场执法人员快速开展调查，次日即上

报初期查处情况，也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工作进展情况。

在认真督促当地落实整改的前提下，将环境问题整改情况、

违法企业处罚情况和相关人员处分情况向社会全面公开，确

保公众知情权，避免舆情进一步发酵。同时，认真梳理案件

过程、查处情况，形成完整的工作报告，及时上报省委省政

府和环保部。由于反应迅速、处置有力，随着信息的发布和

传播，土坑废水污染事件舆情动态在第三天即逐步平稳。

六是举一反三，开展专项行动。为了避免类似环境污染

事件发生，滨州市立即组织开展全市范围内废坑排查行动。

省环保厅也以此次舆情案件为契机，立即组织开展整治非法

倾倒专项行动，深入排查全省废弃矿井(坑塘)、废弃厂房存

在的环境问题，逐一制定台账，落实责任，组织整改，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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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人员，坚决遏制非法倾倒频发态势，有效

保障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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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莱芜市莱城区危险废物非法倾倒案

一、案情简介：

2016 年 3 月 31 日早 6:00，华泰矿业发现“-180 东大巷”

内有异味气体涌出，现场发现有不明液体和泡沫流出，流出

的液体呈深黑色，腐蚀性强、有强烈刺激气味。废液溢存于

长 470 米，宽 2 米的巷道里，深约 30 厘米，总量约 400 方。

经监测，废液 PH 值为 0.64，废液中含有 57 种有机物，其它

污染物 32 种，铜、铁、锰、锌、硫酸盐严重超标，废气中

含有苯、乙醚、丙酮等易燃易爆成分。经认定，酸性废液事

故系不法人员倾倒所致，造成华泰矿业停工停产，影响巨大。

事故发生后，莱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市政府领导、省环保厅领导先后赶赴现场指导工作，各

级各部门积极响应、迅速行动，采取有力措施开展事故处置，

并于 4 月 11 日处置完毕，井下恢复正常，华泰矿业恢复正

常生产。目前，案件已经交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截止到 5

月 16 日，该案件已成功侦破，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人（均已

刑事拘留），另有 1 人已上网追逃。

二、处理处置过程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莱芜市政府迅速抽调市应急办、市

环保局、莱城区、高庄街道办等骨干力量成立 4.1 事故处置

指挥部，组织环保、公安、安监、卫生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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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事故展开调查处理，先后设置环保指导分析组、专家组、

资料组、井下处置组、井上处置组、地上排查组、案件侦破

组和综合督查组等多个工作小组，分工负责事故处置的各个

环节。同时，采取“半天一调度、一事一督办”的工作机制，

由各小组组长向指挥部汇报各小组半天的进展情况，对指挥

部研究决定的事项当场下达督办单，并在下一次调度会上汇

报督办单办理情况。

二是制定处置方案。先后 4 次组织化工、环保、安全等

各领域、各层次专家对事故进行研究论证，最终确定了井下

中和、运前调和、喷渣高温燃烧的处置方案。井上井下协同

进行，在井下设置封闭墙，挖设 2 座 900 立方米应急处置池，

并安排专人负责临时应急处置池的周边警戒和处置过程的

安全防护，做好样品采集和观察工作；在井上，积极与泰钢、

九羊等企业联系，调集危化品运输车辆不间断将废液运往泰

山钢铁集团公司、九羊公司进行高炉焚烧。在运送过程中，

严格执行“五联单”制度，确保运输到位、责任到人。

三是加强监测监控。对巷道内酸性废水每 4 小时监测 1

次，临时应急处置池废水每半小时监测 1 次，周边 6 个地下

饮用水井实时监测，井下废气每 1 天监测 1 次。先后出具检

测报告 35 份，报出数据 3000 余个，并将监测结果第一时间

上报应急指挥部，为领导决策和制定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是全方位源头摸排。从公安、环保、安监等部门和高

庄街道办事处、部分村庄以及华泰矿业抽调 120 余人，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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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周边开展了地毯式排查。莱芜市环保局下发紧急通知，部

署各区对全市所有涉酸化工企业的危险废物处置、贮存和利

用情况开展一次全面排查。共检查化工企业 100 余家，排查

枯井 20 余个，走访群众 500 余人，发放有奖举报卡 1.5 万

张，凡提供线索经查实的，一次性奖励 1 万元。同时，在省

环保厅的具体指导下，莱芜市环保局将案件资料移送给莱芜

市公安局并完成立案。

经过十几个昼夜连续奋战，共处置含酸废水 2352.02 吨，

井下巷道废液 PH 值升至 7 以上，各项指标已经稳定达到《山

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所规定的标准。

拆除巷道封闭墙，正常通风，并对巷道进行冲洗，监测数据

正常，现场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解除，事故得到了有效

处置。

三、案件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应急体制机制。既要制定综合应急预

案，也要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应急预案。理顺各部门职

责，明确各级各部门在突发应急事故中的责任，明确到各部

门、各负责人，将责任压实压牢，避免出现关系不清、职责

不明、推诿扯皮的现象。加强考核力度，增加应急处置工作

在年度考核中的权重，用考核手段倒逼责任落实，使各级各

部门加大对应急工作的重视。

（二）进一步加强应急能力建设。一是完善应急专家库。

进一步充实应急专家队伍，特别是邀请政府部门、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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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企业的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加入应急专家

库，实行动态管理，提高应急的层次和水平。二是加强应急

标准化建设。在资金、人员、设备、技术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不断提高应急管理、环境监测、环境监察能力；健全应

急物资储备制度，加强物资储备及调控，以重点大型企业为

依托，建设专业化应急救援队伍，为处置突发应急事件提供

切实保障。三是加强应急工作人员培训。建立定期培训机制，

对各重点企业尤其是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尾矿库、放射

源产生企业生产管理和应急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持证上岗，

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业务水平。四是尽快建

设专业化的危险废物处置中心。一方面处置各单位日常产生

的危险废物，为企业节省处理成本；另一方面当发生应急事

故时，又能提供技术支持和应急救援，实现社会效益、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三方共赢。

（三）建立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处置联动机制。加大涉嫌

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从严从

重处罚，增强不法分子的震慑力。环保部门要做好对危险化

学品、危险废物等产生企业的监管，依法管理好危险化学品、

危险废物等的生产、储存、转移、处置等过程，做好证据的

收集与保留；公安部门要加大对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违

法犯罪案件的侦察力度，对达到犯罪标准的坚决立案，严肃

查处；法院、检察院要做好跟踪指导和督办，不断提高案件

办理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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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浙江联兴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嵊州）私设暗管，不

正常使用污染物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超标排放

水污染物被行政拘留的案例

一、基本案情

2016 年 4 月 8 日，嵊州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开展“一

周一查”， 20 时 30 分左右，到达浙江联兴纺织印染有限公

司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先对企业连接污水总管的窨井内排放

废水进行了采样，然后对厂区污水处理站进行现场勘查，发

现连接标准排放口的污水管管口接了一根白色水管，废水通

过该白色水管越过标准排放口明渠排放废水，致使设置在明

渠的自动监控设施无法正常采样，执法人员对白色水管排出

的废水也进行了采样。经进一步核查，企业通过阀门控制，

将未经处理的废水通过暗管直接排放，经监测，厂区外污水

入网口窨井内所排废水的 CODcr 为 1610mg/l ，pH9.66；白

色水管排出废水浓度的 CODcr 为 1420mg/l， pH9.35，均超

过了《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

中表 2 中，pH6-9，CODcr≤200mg/l 的间接排放标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嵊州市环保

局对联兴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私设暗管，不正常运行污染物治

理设施，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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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责

令企业停产整治。在作出罚款 30.22 万元的行政处罚后，嵊

州市环保局依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

案件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五条将案

件移送公安机关，嵊州市市公安局对涉案人员（共 1 名）依

法作出行政拘留 5 天的处理决定。

二、办理过程

（一）多次踩点，前期摸排。在 2016 年 3 月 29 日的“一

周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在联兴纺织印染厂外明显听到企

业排水的声音，在通知开门进行检查后发现企业现场却没有

排放，执法人员虽有怀疑，但当时并未查到违法行为，于是

在 2016 年 4 月 8 日的“一周一查”中，再次将该企业列入

检查名单中，并在未通知企业的情况下直接从厂外窨井查看

企业废水排放情况，发现水质颜色与平时企业排放水质明显

不同。

（二）现场调查，搜集证据。从厂外窨井看到浙江联兴

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正在排放废水，水量较大，水质成黑色；

进入厂区后发现连接标准排放口的污水管管口接了一根白

色水管，该水管越过了明渠，并正在排放废水，但废水量与

厂外窨井相比，已明显减小。且该企业的自动监控采样器放

置在明渠中，当天该时段自动监控显示废水 COD 浓度基本保

持在 40mg/l 左右，与所排废水实际浓度严重不符。经进一

步调查核实， 4 月 8 日夜间，联兴纺织印染公司法人代表金

天方通过阀门的开关控制，将调节池内废水未经处理，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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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控设备直接排入污水管网。执法人员现场取证、制作

勘验笔录，并对厂区外污水入网口窨井内所排黑色浑浊污水

和白色水管排放废水采样，监测结果显示 pH、CODcr 严重超

标。

（三）综合惩处，处置及时。经过前期的调查取证，嵊

州市环保局对联兴公司涉嫌私设暗管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罚款 30.22 万元；同时根据《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六条第一

项规定，责令企业实施停产整治。改正方式包括：1、立即

拆除暗管；2、加强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正常

使用，废气、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四）移送公安，行政拘留。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

嵊州市环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

条第（三）项和《暂行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将此案移送嵊

州市公安局作进一步处理。移交的材料主要包括案件移送材

料清单、行政拘留处罚案件移送书及整套行政处罚案卷材料

原件，如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照片、调查询问笔录、废

水采样记录及检测报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决

定文书等。随后，市公安局依法对公司法人代表金天方的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并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作出行政拘

留 5 天的决定。

三、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暗管或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的认定及排污证据的

固定是适用法则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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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

“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

放污染物”和第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此案件要适用行政拘

留必须具备 2 个条件：暗管或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排

污。

（一）如何认定暗管。根据《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二款

规定，暗管是指通过隐蔽的方式达到规避监管目的而设置的

排污管道，包括埋入地下的水泥管、瓷管、塑料管等，以及

地上的临时排污管道。本案中企业为了逃避监管私自设置地

上的临时排污管道，而且越过标准排放口，绕开了自动监控。

所以对于暗管的认定毋庸置疑。

另外，根据《关于“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违法

认定和处罚的意见》“通过埋设暗管或者其他隐蔽排放的方

式，将污水或者其他污染物不经处理而排入环境”环保部门

可以认定为 “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本案中企业通过

阀门控制，将未经处理的废水通过暗管排放，可以认定为不

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

（二）如何认定排污。关键在于现场勘查、污水采样和

检测报告。针对污水偷排案件，执法人员首先按规范采样，

同时通过摄像、拍照等手段固定证据，如果企业负责人（或

现场管理员）在场的话一定要同步拍摄进去。采完水样后再

对现场进行全面勘查，查清污水的来源及管道走向，制作勘

查笔录，由企业负责人签字确认，同时将采集的水样送监测



25

机构检测分析并出具检测报告。掌握了这些证据即可认定企

业的排污行为。

四、案件启示

近年来，随着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的加大，嵊

州市环保局与嵊州市公安局建立完善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包括联动执法联络员制度、健全信息共享

机制、规范案件移送机制、实行工作例会制度、建立案件会

商制度、建立提前介入制度，做到执法工作无缝对接，提高

联动执法效率。在工作例会中，总结办案经验，由公安向环

保执法人员传授询问笔录谈话技巧以及办案思路和要求；环

保执法人员向公安解释环保方面的专业知识，双方共同学

习，共同进步。

此外，新《环保法》赋予了环保部门按日计罚、查封扣

押、限产停产等的一系列的手段办法，我们环境执法人员必

须要严格施行，依法行政，适应新的方式方法，全面规范执

法行为，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丰富执法的手段，提升执法的

效率，逐步扭转以往“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不正常

现象。同时要加大环境违法企业曝光震慑，让其他怀有侥幸

心理的企业引以为戒。

以本案为例，嵊州市环保局在对联兴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处以罚款外，通过停产整治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来加大企业违法成本，使之不敢再次触犯违法的红线；同时

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进行宣传之外，该案件入选

2016 年浙江省环境违法典型案件通过“浙江环保”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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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开发布，扩大宣传面，进一步加大了企业违法行为

的造成的形象损失成本，让其他企业引以为戒，不敢冒险以

身试法，大大提高环境违法的打击和威慑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