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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批排污许可证落地
日前从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程序中。”环境保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重点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环境

台获悉，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绍说，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

保护部也在 2016 年底下发通知，要求在

电厂、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浙江

一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正式落实到日常管

2017 年 6

嘉兴的景兴纸业有限公司、威立雅长扬热

理层面。

月底前火

能（重庆）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已通过环

2016 年 11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电行业

保部门审核，成为全国首批获得排污许可

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和造纸

证的企业。

明确要求率先在火电、造纸企业开展排污

行业率

许可证核发工作，2017 年底前，在全国范

先完成

围内完成“大气十条”“水十条”确定的

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除此之外，有数十家企业的排污许
可证已经进入环保部门核发机关的审核

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部署推进全国
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强调，要进一步推进环境保护信息
公开。实行环境保护例行新闻发布会制度，及时
公开环境政策措施、环境治理工作进展等信息，
特别是要加大重污染天气等治理措施、进展、成
效方面的信息公开力度，主动回应社会关注的热
点问题。开展城市水环境质量排名工作，每年公
布水质最好和最差的城市名单。持续推进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公开。建立企业环
境信息公开统一平台，集中发布重点排污单位环
境信息。依法公开重特大或敏感突发环境事件调
查结论、环境影响和损失的评估结果等信息。及
时公开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管理
保护目标以及河湖保护情况。
《要点》提出，要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

我国 将进一 步推进 环保信 息公开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2017 年政务公开工

最高检紧盯环境犯罪
的问题依然严重，群众呼声高。
对此，最高检决定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继续开展破坏
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持续发力，回应百姓关切。
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

新一轮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新一轮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

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目标明确：将

立案监督活动。此轮专项立案

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监督公

监督活动将突出监督重点，紧

安机关立案一批涉嫌破坏环境

盯问题严重的领域和影响重大

资源犯罪案件；发现、移送一批

的案件，重点监督人民群众反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背后的职务

映强烈的空气、水体等方面的

犯罪线索，依法查办一批职务犯

犯罪，盯住重点区域。

罪案件；推动有案不移、有案不

据了解，2015 年 3 月到

立、以罚代刑等问题的有效解

2016 年 12 月，最高检在全国范

决，促进“两法衔接”机制的落

资源配置信息公开。围绕生态环保等重大建设项

围部署开展了破坏环境资源犯

实与完善。

目，做好审批、核准、备案等结果公开，落实责

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取得明

最高检除了强调新一轮破

任，着力推进实施过程信息公开。将碳排放权、

显成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

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

排污权等纳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破坏环

活动要紧盯问题严重的案件、领

境资源类案件 3868 件 4982 人，

域、区域之外，还要求各级检察

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嫌犯

机关通过“大数据”分析、行政

罪案件 4017 件 4853 人，同时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

发现并移送职务犯罪案件线索

平台、与公安机关的刑事案件信

171 件 246 人，立案 158 件 271

息共享机制、网络媒体等多种渠

人。当前，环境资源领域存在

道发现线索。

深圳碳交易 效果超预期
2011 年 10 月，国家批准在北京、天

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大幅下降。

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等 7

“碳市场的运行效果好于设计初期的

践证明，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之间
的脱钩是完全可能的。”蔡羽说。

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其中，

预期。”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蔡羽介绍，

2013 年 6 月 18 日正式启动碳配额交易

2015 年，管控单位的碳排放绝对量较

制度体系。”唐杰认为，深圳在碳交易的

的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成为我国第一个启

2010 年下降 531 万吨，碳强度下降幅度

市场化方面，走得比较快，实施得也比较

动的碳市场。

高达

好，“给全国碳市场的建设探了一条路。”

“创新首先是理念的创新。”深圳市

41.8%，远

超“十

二五”期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显示，

家下达

在 7 个试点省市中，深圳碳市场所获配额
规模最小，却是配额流转率最高的一个，

原副市长唐杰说，深圳碳市场的率先运行，

间国

首先得益于市委市政府在经济发展理念

给深

圳市

上的转变。“我们主动向国家发改委争取

21%

的下降目

碳交易试点的资格，就是想探索一条符合

标。

价格保持在 40 元/吨以上，居 7 个试点市

该市场正式运营的第一年，深圳全市

在

场首位。

碳排放量和碳强度

数据显示，深圳碳市场启动以来，已将

双双下降的同时，深圳 635 家管控单位

635 家重点工业企业纳入碳排放管控范

2015 年工业增加值，比 2010 年增加了

围，并连续三个年度成功实现了管控单位

1484 亿元，增幅达 54.7%。“深圳的实

去年以来，深圳警方在

染环境违法犯罪办公室在福

公安部、省公安厅的统一组

田保税区挂牌，标志着市民期 织领导下，全面开展打击环
待已久的深圳“环保警察”正 境污染犯罪“清水蓝天”专
项行动，对全市范围内环境

据悉，打击污染环境违法 污染犯罪开展攻坚作战，截
犯罪办公室是深圳市公安局

至目前，全局共破案 20 宗，

治安巡警支队和深圳市人居

刑事拘留 21 人，
逮捕 14 人，

委环境监察支队联合办公机

取保候审 7 人。
据介绍，深圳警方将积

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市环 极配合市人居环境委环保执
境污染等各类民生问题依然

法“春雷行动”工作部署，

突出，犯罪手法不断升级，社 全力开展打击污染环境犯罪
会危害不断加剧，在市委市政 工作。同时欢迎市民群众踊
府的统筹和市编办等部门的

跃举报环境污染犯罪线索，

协助下，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 积极支持配合公安工作，营
队增设了打击环境污染犯罪

造“人人参与、共治共享”

的职能，并联合市人居环境委 的氛围。市民可以采取公开
设立了打击污染环境违法犯

或匿名方式拨打 22222110

罪办公室。市人居委相关负责 举报电话，向市公安局违法
人表示，打击污染环境违法犯 犯罪举报中心举报。

据介绍，全国碳市场将于今年正式启
动。

深圳大气环境治理再

大气环境质量提升计划

出重拳，
自今年 5 月 1 日起， （2017-2020 年）》，明
深圳家具产品制造过程将

确要求全市家具行业在

全面禁止使用溶剂型涂料、

6 月底前全面禁止使用

胶粘剂和有毒板材，届时，

高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

深圳家具将成真正意义上

料。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规

的环保家具。

范《家具成品及原辅材料

近年来，随着大气环境

中有害物质限量》也将于

治理的持续深入，深圳空气

2017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质量不断提升，稳定达到国

第二阶段限值要求，该标

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但应

准的实施意味着深圳的

引起重视的是，在各项污染

家具产品制造过程将全

物指标持续向好的情况下，

面禁止使用溶剂型涂料、

深圳臭氧污染问题日益凸

胶粘剂和有毒板材，严格

显。自 2015 年起，臭氧作

限制有毒有害残留物含

为主要污染物的天数已连

量指标。

续两年超过 PM2.5，成为首

据悉，为推动家具企

要污染物。因此，对挥发性

业尽快完成生产线改造

有机物（VOCs）污染的控

工作，市政府将对完成全

制成为大气环境治理的关

部生产线改造的企业给

键。

予资金补贴，补贴标准有
家具行业既是深圳的

望提升到企业生产线水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

优势传统产业，也是深圳

性化改造成本的 40%。

效衔接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VOCs 排放最大的行业，年

环保部门将借此平台进一步

使用涂料约 2 万吨，VOCs

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提升执法

排放超过 1 万吨。为进一步

能力和水平，取得更好执法成

提升大气环境质量，今年 2

果。

月，市政府发布了《深圳市

罪办公室的成立，标志着我市

深圳 家具行 业将全 面完成 绿色转 型

3 月 23 日上午，打击污

打击 污染环 境违法 犯罪 深圳 “环保 警察 ”亮相

碳排放总量就比前一年下降了近百万吨。

构。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相

连续三年在全国碳市场排名第一，并且
2013 年—2015 年连续三年碳市场平均

国情的和谐发展之路。”

式成立亮相。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完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