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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 本报记者 郄建荣

　　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直接照抄，甚至跨省抄袭；环评

报告表中提出的“敏感点”根本不在评价范围内；项目

选址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环评单位仍给出“环境

影响可行”的评价结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如此粗制滥造甚至公然造假，环评师等将面临怎

样的处罚不难想象。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开通报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

绿荷塘综合供能服务站项目环评文件存在严重质量问

题等8起案件。8起案件所涉及的环评机构、环评师以及

建设项目单位、环评文件审批部门负责人均受到重罚。

其中，弄虚作假的环评师在被失信记分的同时还被列

入失信黑名单，有的还被5年内禁止从事环评报告书

（表）的编制工作。环评文件审批部门的负责人也受到

相应的处罚。

公然抄袭环评师列入黑名单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绿荷塘综合供能服务站项目

（以下简称绿荷塘项目）与杭州市建德市大洋综合供能

服务站项目（以下简称大洋综合项目）建设地点和8个

大气环保目标名称不同，但两个项目的环评报告表中

保护目标的地理坐标和保护内容却完全相同；两个项

目汽油和柴油年销售量不同，但两份环评报告表工程

分析中的汽油和柴油年销售量也完全相同。

　　是巧合？当然不是。生态环境部通过环评文件复核

发现这是一起严重抄袭案件。

　　生态环境部指出，地方调查证实，绿荷塘项目的环

评文件存在抄袭大洋综合项目行为。调查同时发现，绿

荷塘项目因环评报告表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遗漏

“两江一湖”风景名胜区保护目标而被指存在严重质量

问题。

　　为此，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对环评编制单位浙江问

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罚款69230元，没收违法所得21500

元；对环评文件编制人岑吉勇、陈光分别失信记分20

分，列入失信黑名单，5年内禁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编制工作。同时，对建设单位杭州市建德浙石油综

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罚款50万元，对直接负责人汤泽

衍罚款5.6万元，对项目经办人李沐罚款5万元。

　　无独有偶。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新野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年加工1万吨农产品项目（M-.0）距离长江2公

里，距离武昌湖15公里。但是，新野项目环评报告表给

出项目主要环保目标为武昌湖，距离为6.417公里。为什

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调查发现，问题出

在新野项目抄袭了《望江县立腾农产品有限公司立腾

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新野项目环评

报告表还遗漏环境保护目标“长江”。

　　安徽省安庆市生态环境局为此开出的罚单是，对

环评编制单位安徽中天环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江西

悦成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计罚款12.66万元，没收

违法所得3万元；对悦成公司失信记分10分，对环评工

程师赵立仁失信记分20分，列入失信黑名单，5年内禁

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工作。

　　在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2020年城市道路及附属工程

项目案件中，因项目环评文件存在抄袭《泗水县北城区

新建道路及附属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行为及严重质量

问题，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对环评编制单位山东美誉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罚款4.2万元，对建设单位泗水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罚款50万元，对建设单位责任人杜中亚罚款5万

元。同时，对编制单位山东美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失信

记分10分，编制主持人李福磊、主要编制人员贾亚红分别

失信记分20分，将李福磊、贾亚红列入失信黑名单，5年内

禁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工作。

　　湖南省常德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原料药和制剂

国际化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常德项目）环评文件因抄

袭《重庆药友•洞庭药业“原料药国际化产业基地”标准

化厂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撤销

原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对项目的环评批

复，对编制单位湖南振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罚款10万

元，对编制单位、编制人员肖兴禄分别失信记分10分。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闽泓木业有限公司扩建项

目因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抄袭《广西贵港市万丰木业

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行为和严重质量

问题，贵港市生态环境局对环评编制单位江西悦成环

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罚款4万元，对编制单位失信记分

10分，对编制人员郭慧敏失信记分20分，列入失信黑名

单，5年内禁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工作。

选址不合法环评文件仍放行

　　由江西圣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河南省信阳

市淮滨县正义街西延及闾河路南延道路新建工程（以

下简称南延道路新建工程）环评文件虽然不存在抄袭

问题，但是，这家环评机构编制的项目环评报告表粗糙

到了评价的敏感点根本不在评价范围内。

　　生态环境部指出，南延道路新建工程环评报告表

提出的“本项目沿线两侧200米范围内的敏感点为毛庄

村”，经核对，毛庄村距离本工程约4.9公里，不在评价范

围内。项目环评报告表中所提“本项目道路位于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至

南水北调干渠二级保护区外”与实际情况不符；南水北

调干渠实际未涉及信阳市淮滨县。

　　南延道路新建工程项目因环评报告表存在严重质

量问题，信阳市生态环境局拟对编制单位江西圣亚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罚款2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5万元；对

编制单位江西圣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失信记分10分，

编制主持人王炬失信记分20分，列入失信黑名单，5年

内禁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工作。

　　明明建设项目选址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但

是，环评机构给出的环评结论却是项目可行。河南省信

阳市淮滨县矿建材料码头工程张庄码头项目（以下简

称张庄码头项目）就是这样一个项目。不仅如此，项目

环评机构还擅自降低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将项目评价等级设置不低于二级判定为三级B。

　　对于这起案件，信阳市生态环境局拟对编制单位安

徽三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罚款51.2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12.8万元。对编制单位安徽三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失信

记分10分，编制主持人杜元源失信记分20分，列入失信黑

名单，5年内禁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红土庄子村公

路改建项目（以下简称塔城项目）不仅存在抄袭问题，

而且还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生态环境部指出，塔城项目环评报告表存在抄袭

《沙湾县沙柳公路道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行为：“两

个项目建设地点不同，但两份报告表中关于项目起止

点位置（环境质量状况章节）、项目起点与同一料场的

距离（工程土石方量章节）描述完全相同；大气环境质

量现状监测点位置和监测日期不同，但所附监测报告

中PM10和NO2的日均浓度监测值完全相同。”

　　对于这起案件，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对环评编制

单位新疆绿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罚款23.36万元，失

信记分10分。对主要编制人员李世海、蔡博分别失信记

分20分，列入失信黑名单，5年内禁止从事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编制工作。针对新疆绿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涉嫌监测数据造假问题，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将案

件移送当地公安机关。

环评文件审批负责人被处罚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在对8起案件涉及的环评机构、

环评师以及建设项目单位进行处罚的同时，还对环评

文件审批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作出处罚。

　　其中，新野项目中，安庆市望江县生态环境分局被

责令严肃整改，望江县生态环境分局环境影响评价与

排放管理股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被责令作出书面检

查。河南南延道路新建工程以及张庄码头项目中，信阳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对淮滨分局分管环评工作的副局长

进行约谈，对淮滨分局项目审批具体承办人员进行诫

勉谈话，并调离工作岗位；信阳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主要

负责同志对参与环评文件评审的专家进行约谈，并责

令退缴专家评审费。

　　此外，湖南常德项目中，常德市经开区工委、常德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对项目相关承办责任人及环评审批

责任人进行组织处理。新疆塔城项目中，塔城地区生态

环境局对沙湾县生态环境分局原分管副局长、工作人

员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作出深刻检查。

　　生态环境部表示，在定期向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移

送相关违法线索的同时，要求地方加大对环评违法违

规问题的查处力度，严惩环评领域弄虚作假行为，涉嫌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生态

环境部将进一步加大环评文件复核力度，督促地方生

态环境部门严查环评文件严重质量问题，切实维护环

评技术服务市场秩序。

生态环境部门对环评文件作假开出重磅罚单
环评师被列入黑名单 环评审批负责人被约谈

□ 本报记者 徐鹏

　　青藏高原紫外线强，沙漠地区尤甚。炎炎烈日

下，尽管做了尽可能的防护，但脸上暴露的几块区

域没一会儿就被灼伤了。近日，坐在东方红拖拉机

车斗上，经过一路颠簸，《法治日报》记者来到了位

于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森多镇完秀村的2020年贵

南县规模化防沙治沙项目三标段施工现场。

　　只见沙漠山丘一个连着一个，大家伙正忙着制

作草方格。贵南县自然资源局造林办主任李忠玉告

诉记者，草方格主要起到防风固沙作用，经过画线、

铺草、压草、踩实这四个步骤后，一个草方格就制作

完成了，明年就在草方格里种上树，进一步改良

生态。

　　贵南县地处黄河流域，境内黄河总长174.58公

里，是黄河上游重要生态保护区，同时也是沙漠化

土地分布较广，沙化危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全

县土地总面积6649.7平方公里，其中沙漠化土地面

积达342万亩（沙漠面积142万亩），占县域总面积的

34.2％。上世纪中期，木格滩周边沙漠每年以5至15

米的速度扩展蔓延，每年近3000多亩草地、耕地被

沙漠吞噬。

　　1996年，贵南将沙漠化治理列为全县头等大

事，按照以“环木格滩生态圈治理为主线，四滩两沟

两线一流域为重点”的防沙治沙总体布局，采取

“乔、灌、草结合，封、造、管并举”工作措施，每年组

织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民兵、僧侣、师生及社会各

界人士参与治沙造林活动，防沙治沙工作实现了历

史性突破。同时加大防沙治沙新技术的研究、引进

和推广力度，随着沙区杨柳深栽造林技术、草方格

沙障设置技术的推广应用，全县造林成活率由以前

的不足60％提升到85％以上。

　　近年来，贵南县紧紧依托国家生态建设项目和

推进国土绿化三年行动，持续实施三北防护林、防

沙治沙示范区、青海湖流域生态治理、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龙羊峡库区南岸周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天保公益林补助、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等一批生

态重点工程，进一步筑牢了贵南绿色基底。

　　在防沙治沙过程中，制度化保障和法治化手段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贵南县纵深开展以“全民、整

治、普宣、亮剑、提升、弘扬”六大行动为主要内容的

大美草原守护行动。以“清除公路沿线垃圾、违法违

规拉设网围栏、打击未批先建、私搭乱建”为重点，

依法对沿线群众进行政策法规宣传教育，积极发动

群众自觉参与生态环境整治。

　　同时，进一步加大草原违法案件办结力度，重

点针对非法征占用草原、草原未批先建、非法开垦

草原、违反禁牧和草畜平衡规定等行为开展专项执

法检查，有效遏制了非法征占用草原等违法行为的

势头。共拆除违法违规搭建彩钢房37座，截至目前，

对14起行政处罚类案件已处罚11起，司法移交类案

件共10起。

　　以开展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为

契机，贵南县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林草管护体系建

设，确保“一分造林、九分管护”制度落实到位，实现

治理一片、保护一片、见效一片。全县自上而下成立

了资源管护办公室、管护站等机构，明确了管护责

任，有效解决了职责不明等问题。

　　在各村社聘请管护人员1527名，形成了县乡村

三级严密的管护网络，进一步巩固提升林业草原生

态保护成效。对现有的管护制度重新进行了完善梳

理，将管护职责明确到人，针对工作实际，制定出有

针对性的考核目标，实行动态管理，切实加强对管

护员的日常考核，杜绝了只拿工资不干事的现象，

真正实现了以制度管人管事的局面。

　　如今在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登上高21米的观

景台极目远眺，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绵延不绝，底

下的黄色沙丘被牢牢束缚住，绿林与草原相连形成

了一幅漂亮的风景图。

　　望着这片珍贵的绿色，村民才关杰感慨万千：

“那时这里没有一棵树，全是黄沙子，一刮风旁边这

条公路就被淹没了，现在有了植被，再也不怕了。”

　　25年来，贵南县累计投资14.5亿元，完成人工治

沙造林110万亩，封沙育林草50万亩，工程固沙19.9

万亩，治理沙漠化面积178.9万亩（其中，沙漠面积40

余万亩），筑起了长达300多公里的“防沙绿色长

城”，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96年的2.6％提高到现在

的19.24％，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贵南县先后被评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

范区和全国防沙治沙先进单位。

青海贵南筑起“防沙绿色长城”
法治助力防沙治沙功不可没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我们以高于市场3倍的薪酬招揽了出色的行业

领军人才，实行‘三年考核+年度评议’的柔性评价方

式保障人员能进能出……”全球首家数字电网研究

院——— 南网数研院总经理李鹏说。该公司去年入选

科改示范行动首批试点，探索改革新路。据李鹏介

绍，公司聚焦高端人才推行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

度改革（以下简称三项制度改革），激发出强大的创

新力，近两年共获得4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

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是南方电网公司推行三项制度改革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南方电网公司紧扣三项制度改革这个经

营机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全方位深层次推进，激发企

业活力，提高效益效率，有效激发广大干部员工干事

创业激情，企业活力动力显著增强。

　　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时间过半的关键节点，国

务院国资委宣传局近日在南方电网公司以视频形式

召开国企改革典型专场媒体见面会，推广改革经验，

以典型示范带动改革深化。

　　“我们今年将基本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主体任务，以良好的改革成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南方电网公司董

事长、党组书记孟振平说。

　　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公司改革三年行动总体任

务完成率超60％，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一人一表设置业绩指标

　　“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是三项

制度改革的‘牛鼻子’。”南方电网公司人力资源部主

任王嘉君介绍说，南方电网紧紧抓住“牛鼻子”，推进

新型经营责任制建设。

　　“一人一岗签订岗位聘任协议、一人一表设置经

营业绩指标。改革是来真的。”王嘉君说，目前，南方

电网公司下属174家子公司、692家分公司已全面实现

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同时，坚持党管干

部、党管人才与市场化选聘相结合，目前已有23家子

公司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预计年内再新增7家。

　　作为双百企业之一，南网能源公司早在2018年对

集团经理层全部实施职业经理人管理，并在各级基层

单位大力推广，有效推动企业治理水平全面提升，企业

经营业绩大幅提高，今年1月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深圳供电局是首家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

约化管理的子公司。在制定考核维度的考量上，深圳

供电局将经理层成员考核设计为组织绩效考核得

分、个人贡献度得分和红线事项3部分组成。其中，个

人贡献度量化指标得分主要根据每位经理层成员的

岗位职责和工作分工，结合年度重点工作，选取直接

相关的南方电网公司考核指标以及分管领域支撑型

或战略型重点任务，既体现差异性，又体现挑战性。

　　去年深圳客户年平均停电时间（低压）仅24.6分

钟/户，与巴黎、纽约中心区相当，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推进管理人员能上能下

　　今年5月底，南方电网公司总部部分主管岗位公

开遴选先后开展笔试、面试工作，742人自荐报名，平

均每个岗位有22人竞争，最热门岗位有88人报名。

　　“能被录用当然最好，但就算没成功，对我也是

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来自广西电网公司梧州供电

局的潘晓君报考了总部一个主管岗位，“遴选的方式

公平、公正，只要符合岗位要求，三级单位的员工也

可以报名。”公司总部带头开展面向全网的公开选

聘，一批来自西部地区、基层三四级单位的优秀干部

人才，陆续充实到总部队伍中。

　　“赛场选马”的氛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渐渐浓厚

起来。广西电网公司对本部四级正及以下490个岗位

“全体起立、择优选聘”；广东电网公司开展7个三级

副岗位、97个四级正（副）岗位公开竞聘，岗位竞争比

例最高达69：1。

　　改革激活“人才流动的南网”。南方电网去年实施

“百千人才去基层到西部计划”，总部和基层双向交流挂

职干部1500余人。把年轻干部放在复杂环境、吃劲岗位锤

炼摔打，选派到基层一线挂职的干部中，“80后”占71％。

为确保挂职干部不当看客、干出实效，对挂职干部灵活

设置1至2年不等的挂职周期，对于挂职期间表现优秀并

符合任职条件的干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

　　“公司还大力推行末等调整、不胜任退出。通过

竞争上岗、强化考核结果应用、从严管理监督等系列

组合拳，今年以来退出各级管理人员达526人，把‘能

上能下’真正落到实处。”王嘉君说。

推动员工收入能增能减

　　实施三项制度改革不仅打破了“铁饭碗”，还砸

掉了“大锅饭”，实现“干多干少不一样”，做到收入

“能增能减”。

　　在健全市场化薪酬体系方面，南方电网坚持以

价值创造者为本、以奋斗者为本，建立“效益决定、效

率调整、对标引导”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健全“上不封

顶、下不保底、刚性兑现”的出资企业负责人薪酬机

制，激励担当作为、创造价值。

　　“在我的薪酬中，绩效部分占比达80％，干得越

好，拿到的薪酬就越多，干劲十足。”人工智能领域专

家梁凌宇说。他带领人工智能研发团队通过算法实

现了20多种线路常见缺陷的自动识别，极大地减轻

了基层员工负担，提高了巡线效率。

　　“公司打破平均主义，对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核

心关键人才实施‘依岗议薪、一人一薪’，切实体现优

绩优酬多劳多得。”王嘉君举例说，科改示范企业之

一，南网科技公司就有超过20％专业技术人员收入高

于中层管理人员。

　　坚持面向基层、服务基层，将薪酬待遇向一线倾

斜。2020年，南方电网累计奖励约8万名基层人员。划

小工资核算单元，层层授权，绩效工资全部由一线班

组长自主分配。作为“双百企业”之一的广东电网能

源发展公司由直线经理根据团队成员工作表现直接

考核、分配月度绩效工资，差距最高达2.3倍。

　　在南方电网电力科技公司，同部门员工效益提

成差距近4倍，超过20％的专业技术人员收入高于中

层管理人员，真正体现“干多干少不一样”。

　　此外，公司积极推行中长期激励。健全管理、技

术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方式，累计8家科技型子企

业已开展或正在开展分红激励，占符合条件企业的

89％。王嘉君表示，公司突出按业绩贡献决定薪酬，将

持续深化全员绩效考核，进一步推动收入能增能减。

　　孟振平表示，在行动上“率先”、指标上“争先”、

成果上“创先”，将改革“试验田”深耕成“示范田”，南

方电网公司正持续推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走深走

实，为南方五省区和港澳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环保在行动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多点突破持续走深走实

南方电网推进三项制度改革激发出强大创新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本报讯 记者王斌　按照北京市住建委等五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本市住房租赁企业经营

活动的通知》要求，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较多的

租赁中介企业，主管部门将列入重点关注名单向社

会公布。近日，北京市、区住建部门结合近期日常监

管和信访投诉处理情况，梳理出第四批共13家重点

关注企业名单，提示广大消费者谨慎选择。这13家企

业包括北京日升广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佳铭

天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有路前行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北京百年伟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等。

13家企业列入北京租赁行业“黑名单”

　　本报讯 记者侯建斌 见习记者刘欣 2011年6

月30日，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至今已经开通运营

十年。十年来，累计安全运送旅客13.5亿人次，全线累

计开行列车近120万列，累计行程超过15.8亿公里，相

当于绕赤道跑了近4万圈。

　　京沪高铁是我国客流量最大、最繁忙的高铁线

路，保障高铁安全运营至关重要。京沪高铁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副董事长邵长虹告诉记者，“我们牢

固树立‘安全第一，万无一失’的理念，坚持人防、物

防、技防相结合，深化高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加大

技术设备投入，狠抓安全措施落实，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京沪高铁经受住了大密度行车和各种恶劣天气

的考验，实现了十年运营十年安全。”

　　据介绍，京沪高铁不断健全安全管理体系。京沪

高铁公司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安全监督体系，建立完

善的安全监督办法、安全分析制度和责任考核制度

等。同时，建立完备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成立安委

会统一领导安全监督管理，派出区域监管部履行分

管区域内的安全监督职责，明确公司主要领导是安

委会负责人，完善安全生产责任追究与安全奖惩考

核机制等。还构建全方位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实行风

险库、隐患库动态管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加强

高铁重大安全风险控制，健全高铁隐患自查、自报、

自改和奖励机制等。

　　“通过技术创新强化安全管理。”京沪高铁公司党

委副书记严佐魁介绍，京沪高铁公司自主研制了中国

标准智能钢轨快速打磨车原型试验车，创新研发了一

体化智能运维管理系统。还自主研发了无人机巡检、

大跨度桥梁PHM2.0监测系统等多种高新技术，为中国

高铁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新思路、制定新标准。

深化高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京沪高铁实现十年安全运营

核心阅读

  生态环境部在定期向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移送相关违法线索的同

时，要求地方加大对环评违法违规

问题的查处力度，严惩环评领域弄

虚作假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