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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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图片：乌海市黄河岸边的废弃矿区 摄影：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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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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底，绿网共上线环境数约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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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开源

2018 年 7 月，广州绿网为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提供环境数据开源，莱

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测试、检验及认证服务。莱茵技术监督服务

（广东）有限公司将利用广州绿网环境数据为其大型跨国企业客户提供更好的环境信息可视

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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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企业环境风险指数

在当下，工业企业违法违规贮存、处置、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大量存在，这给我国的环境

质量改善带来了极大压力。环境违法违规行为越多的企业，理应受到更强 的政府行政监管

和公众舆论监督。

2005 年 11 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 见》；

2013 年 12 月，国家环保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企业环境信用评

价办法(试行)》；2016 年 3 月环保部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中要求加强环境

信用监管，政府部门一直在探索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量化和排名，筛选出环境表现特别差

的企业予以曝光，并通过加大执法监督频次、提高贷款门槛等予以惩戒，以期对企业的环境

表现进行约束。

广州绿网针对企业行为给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的风险层面进行评价，完成《企业环境风

险指数评价指南》，并在绿网网站公布企业环境风险指数排行榜。

企业环境风险指数排行榜，指数已更新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指数评估显示 27 家企业

环境风险指数超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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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环境污染调查

7 月，广州绿网对内蒙古展开了环境综合调查，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乌海市，调查了西

来峰工业园、千里山工业园，回访了乌达区苏海图煤矿区域，调查发现矿区综合治理工作已

经展开。在乌海东南部的废弃矿区调查中发现，矿区积水问题较为普遍，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差强人意。广州绿网后续将向相关环保部门举报调查发现污染问题。

前期项目进展

针对广州绿网前期在湖南省境内的专项调研，财新网刊发四篇媒体报道，探讨环境治理难题。

1、岳阳化工园区疑现暗管排污 园区坚称是雨水口

http://science.caixin.com/2018-07-10/101298227.html

2、采矿后遗症：湖南常德巨型酸水坑的治理难题

http://science.caixin.com/2018-07-17/101305415.html

3、慈利镍钼矿污染后遗症

http://weekly.caixin.com/2018-07-28/101309432.html

4、慈利镍钼矿污染后续：当地表示正抓紧整改

http://science.caixin.com/2018-08-03/101311138.html

湖南 收到岳阳市环境保护局城陵矶新港区分局、怀化市溆浦县环保局、慈利县环保局关于

我中心举报问题的回复（扫码了解回复详情）

四川 收到凉山州环保局关于我中心举报问题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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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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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广州绿网合作伙伴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两江中心”）

对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乡安源钢铁）向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大

气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萍乡安源钢铁位于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工业园，始建于 2003 年，

是一家以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及金属制品为主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萍乡安源钢铁因废气超标排放，被萍乡市环境保护局

和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分别多次予以行政处罚。仅萍乡市环境保护局即先后对被告做出行政处

罚决定达 17 次之多，总计罚款人民币 1745 万，其中包括 2 次按日连续处罚，违法超标排放

的污染物颗粒物浓度高达 6.49 倍和 5.69 倍。

自 2015 年 1 月起，根据江西省污染源自行监测信息平台、江西省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

平台显示，被告长期持续地向大气外环境超标排放颗粒物等污染物，定期监督性监测中显示

多次超标。

萍乡安源钢铁在被多次处罚后却拒不改正，仍对外大肆超标排放污染物。为此，两江中

心的诉讼请求主要为：请求判令立即停止超标排放污染物；消除所有不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行为对大气环境造成的危险；请求判令承担 2014 年 9 月起至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期

间所产生的大气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费用（具体数额以专家意见或者鉴定结论为准）；请求

判令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请求判令承担本案调查、检验、鉴定、专家证

人及诉讼支出的费用（以实际发生的为准）；请求判令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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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7 月，广州绿网新增规划环评数据 150 余条，就正在公示期的《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规

划环评跟踪评价》、《泸州纳溪经济开发区 B 区规划环评》、《广元清江工业园和宝轮工业

园规划环评》，广州绿网提出了一些疑惑或建议，目前仅收到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规划环评

的环评单位给出了具体的反馈。

广州绿网就上述《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规划环评跟踪评价》咨询如下：

1.园区在十余年的建设中是否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据了解在《岳阳市城市总

体规划（1996-2015）》中，该区域规划的主要是绿地。但在 2008-2030 版规划时，原云溪

工业园已基本建成；并在 2012 年加挂了绿色化工园的牌子，号称核心区面积 15.92 平方公

里，近期（至 2020 年）建设用地规划 52 平方公里，远期（至 2030 年）建设用地规划 70

平方公里。那么在加挂绿色化工园并扩区的过程中有没有开展规划及规划环评工作？

2.公开信息显示本次评价范围为 3.72 平方公里，是否意味着本次评价只评价原云溪工

业园区所涉及的情况？如果是，比原云溪工业园大若干倍的绿色化工园区咋办？

3.园区建设过程中，在防护距离、环境容量与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雨污分流、产业

布局与规模等方面，落实原规划环评的情况如何？目前国道 107 西侧仍有不少居民点紧靠园

区。园区西侧的团湖、松杨湖是岳阳市的法定蓝线范围，并涉及到防洪问题。当前，园区西

侧的地表水（云溪河和团湖）都受到了污染，云溪河甚至已经上了黑臭河名单；团湖水一时

发黄一时发黑。

4.近些年，园区总能闻到一股农药味的奇怪味，是否有农药类或医药中间体等类似项目

进入该园区？如果不是，又是些什么污染物和污染企业。近些年 vocs 污染也不断涌现，当

时是否考虑过这类情况，在跟踪评价中又会如何处理？

5.化工行业往往是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较多的行业，在有毒有

害物质控制方面有些什么安排和规划？这些有毒有害物质是否都

开展了相应的监测？对周边公众的健康影响如何？

6.由于公开的信息太少，为了更方便的了解规划和环境，广

州绿网郑重的向您索要环评报告，还望您支持。

（扫码了解环评单位回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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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观察：2017 年政府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观察报告

广州绿网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目前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审批信息主动公

开存在不完善的情况，为全面深入了解并研究其公开状况，绿网对全国 368 个省级、地市级

环保部门环评信息主动公开情况以及依申请信息情况进行了观察，并将观察报告发送至 31

个省级环保主管部门，以推动环评审批信息公开。

经观察，依申请公开环节存在问题如下：

1、依申请在线系统超过半数无效

2、多地涉嫌违规，信息公开指南存在纰漏

3、近三成环保部门未答复，超六成答复保守落后

主动公开环节存在问题如下：

1、指南难执，多地主动公开内容不完善

2、部分信息公开流于形式，公开信息难获取

3、公示期限大不同，多地时效性存疑

广州绿网向生态环境部以及各省（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了《2017 年政府环

评信息公开观察报告》，并建议：

1、参照国家排污许可证系统，全面实行统一平台信息公开。

2、完善并及时更新各类环境信息公开要求。

3、强化信息公开监督管理，为公众提供有效的监督机制，尽快督促信息公开工作部门

解决目前环境信息公开中存在问题。

（扫描了解报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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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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洋浦经济开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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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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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观察报告已收到甘肃、湖北、西藏、江苏、辽宁、浙江、湖南、江西省厅及其

部分地级市环保主管部门的积极反馈，督促相关部门依法主动公开危废监管信息。

除此之外，

2018 年初开始，广州绿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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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广州绿网对信息公开超过法定期限不回复的环保局进行了举报；对不具合法性或适

当性的回复向其主管环保部门申请了行政复议。

2018 年 7 月，广州绿网不满部分省级环保主管部门的复议决定，决定对以下环保主管

部门提起行政诉讼：

西安市环保局、陕西省环保厅危废信息公开案；

郑州市环保局、河南省环保厅危废信息公开案；

新乡市环保局、河南省环保厅危废信息公开案；

陇南市环保局、甘肃省环保厅危废信息公开案。

目前，前三起行政诉讼已获法院立案。



9

财务分析

2018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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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290.19 821,379.46

收入（小计） - 2,116,507.19

捐赠收入 - 2,115,428.08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 1,079.11

支出（小计） 321,187.59 1,740,784.05

业务活动成本 285,680.86 1,697,116.63

管理费用 35,506.73 43,667.42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1,197,102.60 1,197,1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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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