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简讯（总第一期）

写在前面的话：

2018 年 6 月 5 日，由广州绿网提供数据支持的高德环境地图上线，公众可以在高德地图上

方便地了解身边的空气质量和水质，以及污染排放情况。

广州绿网坚信了解是参与的基础，参与才能带来改变，每个人都是改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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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简称“广州绿网”）于 2015 年 3 月注册成立，

长期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有效的环境信息服务，促进公众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环境

和公众健康。广州绿网搭建了全国环境数据平台——绿网（www.lvwang.org.cn），

包括环评、污染源、环境质量三大类十二小类数据，并针对公众的环境数据查询

需要开发了基于位置（LBS）的应用，和基于企业的环境数据检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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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数据平台

绿网环境数据平台包含环境质量、污染源、环评三大类十二小类数据，即空气质量、地

表水、饮用水、违法企业、排污监测、污染地块、尾矿库、危险废物、排污许可证、规划环

评、项目环评、违建项目

截止 2018 年 6 月底，绿网共上线环境数约 3.2 亿条，上线环境数据全部地理信息化。

其中，除饮用水和危险废物数据外，其他十类数据都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区）。单类

数据中，环评数据为国内最大的同类数据库，饮用水、污染地块、尾矿库等均为国内独有的

数据库。

基于日益累积的环境数据，广州绿网已就饮用水水质信息、尾矿库数量位置信息、工业

园区污水污染防治进展等领域发布相关调研观察报告，并得到社会媒体关注。

1、报告：去年 35 处饮用水源全年超标丧失功能，同比增 119%

http://xinwen.eastday.com/a/180326194119182.html

2、多省被指漏报工业园水污染防治进展，广东：66 家未报将核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30698

3、338 家工业园或漏报水污染防治进展 环境部称正核实

http://china.caixin.com/2018-04-27/101240099.html

4、瞭望｜透视嘉陵江跨境污染“广元之痛”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6338915187722637&wfr=spider&for=pc

http://xinwen.eastday.com/a/180326194119182.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30698
http://china.caixin.com/2018-04-27/101240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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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开源：高德环境地图

2018 年 6 月 5 日，六五环境日，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新浪微

博和高德共同发起了#环保打卡行动#，一起关注环境。只要进入高德地图 app，搜索#环境

地图#，就可以查看身边的空气、水质和排污企业等环境数据。

广州绿网提供数据支持的高德环境地图上线，让公众可以很方便地了解到身边的空气和

水环境，以及污染源头。

2018 年 6 月，广州绿网为中电科嘉兴新型智慧城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数据开放接

口，助力浙江嘉兴市智慧城市平台的搭建。

http://s.weibo.com/weibo/%23%E7%8E%AF%E4%BF%9D%E6%89%93%E5%8D%A1%E8%A1%8C%E5%8A%A8%23
http://s.weibo.com/weibo/%23%E7%8E%AF%E5%A2%83%E5%9C%B0%E5%9B%BE%23
http://s.weibo.com/weibo/%23%E7%8E%AF%E5%A2%83%E5%9C%B0%E5%9B%B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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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环境污染调查

1、湖南环境综合调查

6月，广州绿网对湖南开展了环境综合调查。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慈利县、常德市、益

阳市、怀化市等地，并回访了去年调查的泸溪县电解锰企业污染案例、资兴焦电大气排放案

例和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等部分案例。调查发现，慈利县洞溪乡、高桥镇一带的镍钼矿

区，部分重金属治理项目存在不彻底或日常运行不顺畅的问题；回访的三个案例也没有明显

改善迹象。

（资兴焦电间歇性排放黄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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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尾矿库环境风险调查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运营的环境数据平台绿网（www.lvwang.org.cn）显示，河

北省尾矿库数量高达 3327 个，其中滦河流域共有尾矿库 1425 个。

广州绿网于 2018 年 3 月至 4月，在滦河流域的河北省承德市、唐山市实地调查发现，

由于尾矿库分布密集，数量极多，且管理非常粗放。滦河流域的多条支流已经被严重污染，

尾砂不仅破坏河床结构，堵塞河道，抬高河床，而且导致整个流域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甚

至部分洗矿厂直接将尾矿堆存在河道上，或直接将未经处理的尾矿废水直排河道，为流域的

生态环境或下游的饮用水源安全造成严重的风险。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承德被定位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其中潘家口水库

更是“引滦入津”的主体工程，承担着向天津、唐山供水的功能。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

承德市宽城县、平泉县、隆化县、滦平县、承德县，唐山市迁西县，尾矿库分布十分密集，

已经对滦河及其支流环境生态造成严重污染和生态破坏。潘家口水库的汇水范围内还有大量

尾矿库存在，该区域的水源涵养功能令人十分担忧。

6 月，广州绿网将在调查中发现的尾矿库环境风险问题反映至河北省环保厅，并抄送

生态环境保护部。

（绿网数据平台显示：河北尾矿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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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项目进展
云南：6 月，广州绿网接到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环境保护执

法监督局关于我中心举报问题的回复

湖南：针对广州绿网 2017 年 12 月的举报，湖南部分环保部

门进行了回复。

浙江：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对广州绿网 2017 年 12 月部分举报问题进行了补充回复，回复查

看网址如下：

http://www.zjzxts.gov.cn/complain/letterdetail?cxm=88499677582416717755&d=15300

85990811

http://www.zjzxts.gov.cn/complain/letterdetail?cxm=88499677582416717755&d=1530085990811
http://www.zjzxts.gov.cn/complain/letterdetail?cxm=88499677582416717755&d=15300859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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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环境公益诉讼

1、高环境风险企业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面临环境公益诉讼

绿网环境数据平台“环境风险指数”显示，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在线监测数据长期超

标，环境风险指数超过 10000（数值越高风险越高）。

2018 年，广州绿网合作伙伴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拟对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 现因萍乡市环境保护局、萍乡市人民政府未能提供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

展中心（以下简称“两江中心”）申请公开的信息：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环评报

告，两江中心已向湘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扫码了解详细案情

2、阳江三企业涉固废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2016 年，广州绿网支持两江中心，在广东省阳江市开展针对广东世纪青山镍业有限公

司、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阳江翌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三企业的固废违法倾倒调查。

2016 年 12 月，两江中心针对该三家企业提起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2017 年 7 月，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两江中心“不具有作为提起海洋环境污染

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提起的公益诉讼被法院驳回。两江中心随后将该案上诉至广东省高

院。

2018 年 6 月 12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此案召开庭询。

2018 年 6 月 20 日，在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进驻广东期间，两江再次寄

出了对阳江案所涉三家企业的投诉。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阳江市督察确认，阳江市

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严重缺失，环境风险隐患十分突出。

（扫码了解督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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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研究：上市环评机构调查—环评诚信系统在资本市场无用武之地

为了推动资本市场上的环评机构规范经营，促进环评行业发展，提升环评公信力，广州

绿网于 2018 年 5 月，对资本市场上的环评机构进行了调查、分析，6 月，广州绿网完成“上

市”环评机构调查，发现环评诚信系统在资本市场上几乎无用武之地。为此，广州绿网建议：

环评机构行政监管部门

1、应严格执法，并尽快建立环评机构“黑名单”制度，将环评机构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及时

移交联合惩戒备忘录成员；

2、对多次点名、年年点名的环评机构从严惩戒，限制进入环评市场，而不是不受理或批准

其环评文件了之；

3、并规定若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主营业务包括环评，则不得有两个及以上的环评资质。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1、应对资本市场上的环评机构等类似技术咨询中介机构，修订其守法经营的界定标准，将

行业主管部门的惩戒行为纳入考量范围；

2、行业主管部门对其采取的行政监管措施应建立强制披露制度；

3、对有不良行为记录的上市公司采取相应的监管、限制措施，实施联合惩戒。

广州绿网同时呼吁资本市场上的环评机构，及时、主动、全面的在指定平台披露受到相

关惩处情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整改，以承担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保护投资者权益，努力追

求卓越；包括资本市场上在内的所有环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共同建立行业自律，杜绝恶性

竞争，努力研究解决现阶段环评存在的技术问题，推动环评行业健康发展。

从长远来看，还应加快《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推动政策环评发展和规划环评落

地，为项目环评减负和环评行业发展拓展空间，必要时可考虑废除建设项目环评资质，从根

本上建立起鼓励技术人员专注技术和质量、适应环评行业发展特征的法律法规体系。

（扫码查看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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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开:危废监管信息公开

为了解危险废物（以下简称“危废”）监管信息主动公开情况，推动公众更好参与和监

督环境保护，广州绿网环境保护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广州绿网”）参照《污染源环境监管

信息公开目录（第一批）》，对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应主动公开信息进行了梳理，就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审批结果、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监督考核结果、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危险废

物省内转移四项信息，对全国 31 个省（含新疆建设兵团）、自治区、直辖市以及 338 个地

级市环保主管部门（含杨浦经济开发区）主动公开信息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危险废物

环境监管信息主动公开情况不容乐观，公众参与危险废物监督和环境保护基础不实。

现该观察报告（征求意见稿）已寄送至各省各地级市危废监管信息主动公开情况发送各

省环保厅，希望其能督促未公开信息地级市环保主管部门主动公开危废监管信息。

除此之外，截止至 2018 年 6 月，广州绿网已向其中向 31 个省级环保厅（含新疆建设兵

团）、334 个地市级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内容主要针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颁发情况、危

险废物产生单位信息、危险废物转移信息等。广州绿网已就不积极公开政府信息的地级市环

保主管部门提起行政复议，举报不答复信息公开申请的地级市环保主管部门。

（志愿者协助整理环境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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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感悟

作为 NGO，与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 NGO 小伙伴的互动是很多的，在介绍广州绿网的时

候，难免都会重复一遍我们将通过与大平台合作传播环境数据的理念，说得多了，反正自己

是信了。当然，普通大众对环保真真切切的关心是促使我们坚定信念的根源。人们普遍在买

防霾口罩、净水器和有机食品，以期对抗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污染，人们关心身边的环境，

希望更多的了解，有的甚至希望参与到改变中来。

在理念的指引下，大家埋头收集数据，既有几行代码下去就抓取到海量数据的快感，也

有人工识别手写的政府文书的无奈。此种状态维持了两年，回头看好像蛮久的。

2018 年 3 月，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促成下，广州绿网开始和高德地图进行实质性

的数据合作。广州绿网认为，环境数据只有被更多的人看到和用起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而

作为大平台，高德是想满足更多用户对各类数据的需求，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两个多月对数

据的进一步完善和打磨，由广州绿网提供数据支持的高德环境地图于 2018 年 6 月 5 日正式

上线，公众可以很方便地了解到身边的空气和水环境，以及污染源头。

目前，我们的 IT 团队正在开发数据下载功能和通用 API 接口，只要你做的事有利于环

境保护，我们就给你开源数据！

---- 郭磊

2018 年 7 月 6 日，距离高德环境地图正式发布上线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在刚上线的时

候，每当想起高德数以亿计的用户会查看地表水数据，心里总是会绷紧，会焦虑，一方面希

望自己收集录入的数据能够完全准确反映所有真实的环境质量情况，另外一方面却明白只有

按部就班的录入、检验及整理，才能保证自己的工作节奏不会乱。还好到目前为止，从高德

反馈的信息来看，没有公众投诉自己所在的地方无法查询到水环境质量信息，也没有公众投

诉定位不准确的问题，这让我在地表水数据的城市数据覆盖及定位精度上有了信心（信心总

是来自于检验）。

这次项目的顺利完成，也让我对环境数据工作开展的方向有了些把握，给了我将数据工

作开展至全国的经验及视野。

再总体地形容自己的感觉，似乎站在了又一个的起点，还要一步步地往前迈进。

---- 魏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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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对高德开放数据后，API 需求在慢慢增加，对于数据的维护更是任重而道远。

在 API 开放后，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每位同事对数据的严谨性有了一个更高的认

知。从提的需求和因为需求交流的过程中，都能看出同事对于数据完整性有了更多的想法。

另外一个，不管是前端显示还是后台显示，更加追求逻辑的严谨性。

---------- IT 张荣洁

对外交流

2018年6月22日，广州绿网参加了由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指导，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

主办的“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建设力破解垃圾焚烧项目邻避困境座谈会”。

广州绿网会议发言要点为：

1、破解“邻避困境”的前提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各相关方值得被公众信任。具体从企

业自身实力、地方政府监管能力，行业协会作为、环保部督查机制四方面进行了论述；

2、提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产生的环境群体事件不能统一定性为“邻避困境”。建议对

待个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利益诉求”与“价值观诉求”甄别环境诉求群体区别对待，

并分别提出了预防建议和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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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

2018 年 06 月收入支出累计明细表

单位：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单位：元/人民币

分类
执行金额

2018 年 06 月 2018 年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1,304,321.44 821,379.46

收入（小计） 450,500.22 2,116,507.19

捐赠收入 450,000.00 2,115,428.08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500.22 1,079.11

支出（小计） 236,531.47 1,419,596.46

业务活动成本 232,263.78 1,411,435.77

管理费用 4,267.69 8,160.69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1,518,290.19 1,518,290.19

调整净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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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机构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资助方资助排名不分先后）

网址：www.lvwang.org.cn

电话：（020）8404 5549

邮箱：office@lvwang.org.cn

微信：绿网环保（服务号、订阅号）

mailto:office@lvwang.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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