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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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底，绿网共上线环境数据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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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数据开源

2020 年 3 月，绿网向航天科工智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源黑出水体数据，用于搭建面向河

长、工作人员、巡查人员和公众的河长制信息化平台。

在绿色供应链方面，广州绿网的一数据合作方搭建了供应链监管平台，在 2019 年有 3 个品

牌使用该平台监管了总共 600 家供应商，让 18 家供应商对总共 1266 条在线监测异常数据进行了

说明，推动 24 家供应商整改 32 条环境违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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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全国水源地水质信息公开状况

绿网分析了全国水源地水质信息公开状况，为了保障公众能够及时知晓各地的水环境质量

状况，绿网已将下述信息公开情况函告水生态环境司，建议其督促有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及

时的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

数据来源于各省级直辖市生态环境部门网站。其中安徽，北京、福建、广西、贵州、河北、

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江西、辽宁、山西、陕西、上海、浙江、重庆等 17 个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网站仅公布各断面达标情况，这种情况下，这些省份的达标水源地水质类别以Ⅲ类水标注。

本次报告统计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1日，截止至当日，河南/吉林/西藏/新疆/黑龙江/重庆 6

个省份仍未发布 2020 年 1 月省内各个水源地的水质信息，因此下文分析及建议未包含这 6 个省

的水源地状况。

2020 年 1 月全国水源地污染情况

本月已发布水源地水质信息的省份中，内蒙古及安徽的超标水源地数量较多，这两个省的地

下水源地水质超标情况严重。其中内蒙古通辽市所有市级水源地取自地下水且超标，造成污染的

因子主要有铁，锰，砷及氨氮；安徽省亳州市所有市级水源地都取自地下水且超标（含新建的两

个水源地），造成污染的因子是氟化物。

重点关注： 从全国范围看，由于地下水水源地的污染持续，各省地下水源地水质超标情况

并无改善，部分地下水水质不好的地区开始通过引水工程替换原有地下水源地（黑龙江省大庆

市）。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因为替换水源地而没有对原地下水源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按水源地

保护条例开展监测及保护），原水源地的水质进一步下降将会使该城市的供水来源结构更加单一

化，从而面临供水风险。

建议： 由于地下水源地水质超标往往意味着该地区成片的地下水水质受到污染，在建设替

代水源地的同时，也应该通过各种途径保护及改善地下水质。1：更科学全面的划定地下水超采

区，严格控制超采区内的用水单位数量。2：在使用浅层地下水作为水源地的地区，应该更严格

的执行地下水补给范围内的地上污染源排放监管。希望在短时间被改善地下水水质较差地区供水

水质的同时，可以有效保障地下水水质不进一步恶化，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保障公众的用水安全。

http://www.baidu.com/link?url=_qbYDzmtInmqHaflTI9y5dJmJHxyjYoG0wKo-lYwI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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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土壤环境管理建议函

2020 年 3 月，绿网搜集整理了南京、福州的土壤数据，并将土壤环境管理建议函提交到所

在地的市级和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以及生态环境部土壤司。

相关土壤环境管理建议函内容概要如下：

2020 年 3 月，绿网搜集整理了南京、福州的土壤数据，得到如下结论：

1) 南京和福州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公开土壤自行监测报告的比例为 15.4%和 11.1%，建

议督促未公开的企业及时依法公开。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是重点排污单位的一部分，建议其统

一在省级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上公开土壤自行监测报告，以便于政府部门监管和

公众监督。安徽省自行监测公开平台上已设置“土壤环境监测报告”板块；

2) 南京和福州的污染地块公开了全部的风险管控和修复相关报告的比例分别为 40.0%和

100%，建议督促未公开的地块的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及时依法公开。同时建议搭建全国性

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平台，对风险管控和修复相关报告进行统一公开。该平台可与已有的

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相关联，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上传报告后同步显示在

两个平台上。另外，信用平台可收录所有的土壤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名单及基本信息，土壤从业

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守信和失信行为可在信用平台进行公示和记录，通过信用评价对从业单位和个

人进行约束和激励，从而逐步提高行业自律和从业水平；

3) 绿网在南京和福州分别找到 12 和 23 家土壤重点监管行业的在产企业，建议将其纳入土

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进行管理；

4) 绿网在南京和福州分别找到 27 和 9个关停未开发的企业地块，建议纳入监管范围，防止

未经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就进行开发；同时找到 21 和 32 个关停已开发的企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未知，如果确实未做过调查，建议进行风险筛查和必要的风险管控，以掌握实际的风险状况和开

展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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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规划环评公众参与

1、和平县福和产业园大坝工业集聚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绿网就此发表公众参与意见如下：

1）卫星图显示该规划已经开始了实施，平整场地已基本结束；区内已有企业入驻，甚至开始生

产。建议全面梳理该规划的实施进展，查清规划环评、已入驻项目环境保护要求落实情况，依法

查处环保违法违规行为。

2）规划区紧邻大坝镇区等环境敏感目标群体，同大坝镇中心小学仅一墙之隔，需高度关注。

3）规划区地处东江源头区域，位于和平县城上游，但又不在和平县城范围内，需充分考虑规划

带来的水环境污染和风险。

登陆绿网（lvwang.org.cn）,了解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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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浮山县北王化工园区总体规划（2019-2030 年）环境影响评价

绿网就此发表公众参与意见如下：

1）该规划与稍早前开展规划环评工作的“浮山县北王新材料产业园区规划”有冲突。从后者公

开的规划环评征求意见稿来看，后者的规划范围涵盖了前者，且在产业定位方面相冲突。由于化

工行业污染排放的复杂性，该规划如得到实施其环境影响可能远大于原浮山县北王新材料产业园

区规划。

2）该规划与《浮山县县城总体规划(修编)》等规划内容不符，后者明确北王乡为农贸型城镇，

主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3）紧邻规划区的有村庄、乡镇、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

4）规划区域内土地平整，可能涉及到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5）当地大气、地表水环境质量不达标，环境容量不足。

6）建议全面分析与其他规划的协调性，充分识别拟议规划的环境风险，合理调整规划的产业、

布局、规模，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登陆绿网（lvwang.org.cn）,了解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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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绿色工厂环境调查报告

近一个月以来，一些企业陆续联系绿网，称为了申请创建绿色工厂，希望绿网能删除绿网环

境数据库（lvwang.org.cn）中对应的环境违法记录。绿网调查发现，删除环境违法记录只是绿

色工厂创建工作中的一面。2020 年 3 月 4 日，绿网发布《绿色工厂环境调查报告》（如未特别

说明，下文所称“报告”均指该报告）称，通过对比绿网环境数据库发现，已发布的 1402 家绿

色工厂中，有 129 家有环境违法记录共计 536 条；邯郸钢铁等多家绿色工厂存在多次或严重环

境违法记录，同绿色工厂名不符实。

报告认为绿色工厂创建过程中还存在第三方机构意义不大、市场混乱、水平参差不齐；评价

标准不明确，且在实际评价工作中降低标准要求；自我声明、除名工作等事中事后监管没落实，

缺乏威慑力等问题。报告强调，受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信息公开水平不一致等原因影响，绿网并未

能将全国的环境行政违法数据收集完整，报告呈现的数据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也未包括更为严

重的环境犯罪数据和环境事故数据，实际上存在的问题应该会更多更严重。报告建议从加强部门

协作，提高和落实标准，合并企业自评价和第三方评价，加大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力度，实施联

合奖惩等方面完善绿色工厂创建工作。

登陆绿网（lvwang.org.cn）了解报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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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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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3 月 2020 年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1,069,207.32 1,725,411.01

收入（小计） 567.55 789.25

捐赠收入 - -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49.20

其他收入 567.55 740.05

支出（小计） 321,856.35 978,281.74

业务活动成本 291,022.35 928,476.08

管理费用 30,834.00 49,805.66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747,918.52 747,918.52

调整净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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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爱佑慈善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阿拉善 SEE 基金会卫蓝侠项目

阿拉善 SEE 大辽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华北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太行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重庆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珠江项目中心

（感谢以上资助机构的大力支持，资助方排名不分先后）

网址：www.lvwang.org.cn

电话：（020）8404 5549

邮箱：office@lvwang.org.cn

微信：绿网环保 i（服务号、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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