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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环保厅通报

“环湖利剑”第二批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

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有关要求，从 2017 年 9 月起，省环保厅组织全省环境监察人员在洞庭湖三市一区（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
望城区）开展“环湖利剑”环境执法专项行动。 通过连续 4 个月的努力，专项行动共检查企业 2565 家，查处排查案件和省厅交叉检查交

办案件 441 起，罚款 1395 万元，严厉打击了一批环境违法行为，主动曝光了一批环境违法典型案例，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洞庭湖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大关切。 继 2017 年 11月 6日通报“环湖利剑”第一批 10 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例之后，今天通报第二批 15 起环境

违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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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兆生棉业有限公司
规避监管方式超标排放污水案

2017年 10月 6日， 临澧县环境保护局对
湖南兆生棉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企
业漂洗废水、压滤废水未回收利用，未经法定排
放口直接排入外环境。 临澧县环境监测站对企
业外排废水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
公司漂洗废水、 压滤废水排放口 SS 排放超标
3.8倍；COD排放超标 1.72倍；石油类排放超标
0.036倍；氨氮排放超标 0.61倍。 临澧县环境保
护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
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该企
业环境违法行为实施处罚 7.69万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和《行政主
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
法》的规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

桃源县龙光荣废旧轮胎炼油厂
行政拘留案

桃源县环保局监察人员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对该厂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厂未办理环评
手续，正在建设中，未建设任何污染防治设施；
并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向其下达了《责令停
止建设决定书》，责令立即停止建设。 随后向桃
源县人民政府申请取缔，2017 年 4 月 27 日，桃
源县人民政府下达了《取缔决定书》。 桃源县环
保局 2017 年 10 月 19 日调查， 发现该厂开始
试生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三条，《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
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第三条，桃源县环保局立
即将案件移送到公安部门。2017年 11月 3日，
桃源县公安局对其负责人依法行政拘留 5 日，
桃源县环保局并对该公司处以 5万元罚款。 桃
源县环保局监察人员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对
该厂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厂已经全部拆除。

常德市鼎城洞庭纸业有限公司
私设暗管排放污水案

2017 年 12 月 20 日， 鼎城区环保局对位
于鼎城区牛鼻滩镇的常德市鼎城洞庭纸业有
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 发现该企业私设暗管，
未经法定排放口排放生产废水，经常德市环境
监测站对外排废水取样监测，主要污染物 COD
超过国家标准 0.3 倍，悬浮物超标 4.8 倍。鼎城
区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该企业的环
境违法行为实施罚款 8 万元；并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行政主管
部门移送适应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
法》的有关规定，对该企业环保责任人移送公
安实施行政拘留。

安乡县天洁纸业有限公司
水污染物、 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

设备未正常使用案

2017 年 12 月 25日，安乡县环境保护局对
安乡县天洁纸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
该企业正在进行调试运行， 废水总排口与锅炉
烟囱均有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测设备均未保持
运行，部分污染防治设备未安装，无在线监测记
录。 安乡县环境保护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条第三项之规定，
对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2018 年
1 月 17 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处以罚款 1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和《行政主管部门移送
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的规定，
拟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

长沙市望城区展鹏表面处理厂
私设暗管案

2017 年 9 月 5 日，望城区环境监察、监测
人员到长沙市望城区展鹏表面处理厂进行日常
执法检查， 发现该单位表面处理后的器件冲洗
废水通过厂房内一条私自设立明沟接至地下水
泥沟，最终通过厂房外的留泥井排到外环境。经
监测：悬浮物浓度值为 1280mg/L,化学需氧量
浓度值为 230mg/L， 动植物油浓度值为

135mg/L； 车间处理件冲洗水外排口排口悬浮
物浓度值为 5870mg/L， 化学需氧量浓度值为
460mg/L，动植物油浓度值为 133mg/L，超出
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该公司处
以罚款 2万元。依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应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
件暂行办法》（公治[2014]853 号）有关规定，将
该案移送至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不运行、 废水

超标排放案

2017 年10 月 17 日，湖南省环保厅、长沙
市环保局、望城区环保局一行 16人到湖南长高
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进行检查， 发现该公司电镀

车间生产时未开启废气处理设施， 导致废气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 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其
车间排口进行了采样，根据检测报告，该公司车
间排口废水总铬结果为 2.43mg/L，超过《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 表 1中总铬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1.5mg/L，超标 0.62倍。 望城区环保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对该企业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罚款 30 万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和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
件暂行办法》的规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
政拘留。

湖南神斧集团向红机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按日计罚案

2017年 9月 24日， 省环境保护厅与岳阳
市环境保护局对湖南神斧集团向红机械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联合检查， 对废水总排口进
行 采 样 监 测 ， COD 污 染 物 浓 度 超 过 了
GB8979-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2017 年 10 月 12 日，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岳环责改字〔2017〕34 号）；2017 年
11月 10日，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对该公司进行
采样复查， 该公司 COD、SS、PH污染物浓度均
超过了 GB8979-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二
级标准。 该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和《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责
令其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启动按日连续处
罚；第一次超标排放罚款为 6800 元；至复查之
日起共计 24天，按日连续处罚 163200元。

岳阳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移送案

2017 年 11 月 14 日，省环境监察局、岳阳
市环境监察支队和岳阳县环境监察大队对岳阳
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该
公司污水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 污水处理设施
进水提升泵停止运行， 导致县城污水未进入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 经采样监测， 外排污水超过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18918-2002）表 1以及标准 B标准。 据此，
岳阳市环保局对岳阳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不
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立案调查， 责令其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正常运行污水处理设施，并罚款
23.8908 万元，并依据《环保法》第六十三条和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
件暂行办法》的规定，将岳阳县海川达水务有限
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湘阴县建华建材(湖南)有限公司
涉嫌违反环评制度、非法排污案

2017年 10 月 20 日,湖南省、岳阳市、湘阴
县三级环境保护部门对“建华建材湖南有限公
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新建碎石项目,未
向环保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擅自开工
建设并投入使用； 未建设废水污染防治配套设
施,未取得废水排污许可证,生产洗砂废水经厂
区内雨水管网排放到湘江；碎石废水直排湘江；
向湘江水位线以下的河滩倾倒固体废物； 厂区
内固体废物堆场，建设不规范。 根据调查，该公
司涉嫌违反环评制度和非法排污, 湘阴县环境
保护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
十五条、 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 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排
污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二十三条的规定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
封、扣押办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对该公司的
碎石设备进行查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
第四项，《建设项目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合并
处以罚款 30.57万元。

临湘市正昌矿业有限公司
长石开采与深加工生产建设项目

未验先投案

2017 年 11 月 10 日， 临湘市环境保护局
对临湘市正昌矿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 发现该
公司的年产 10 万吨长石粉采选建设项目，配
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验收，主体工程正
式投入生产,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固体废
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 临
湘市环境保护局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七项，责令该公
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10 万元整，并
对该公司实行查封关停。

岳阳市君山区君山公园西口渔村
未批先建环境违法案

2017年 5月 4日，君山区监察大队现场检
查时发现， 君山区君山公园西口渔村未办理环
评审批手续，经营餐饮业。 2017年 5月 6日，岳
阳市环境保护局对君山公园西口渔村下达《责
令停止生产决定书》（岳环责停字[2017]12 号），
责令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 2017 年 5 月 26
日，岳阳市环境保护局检查发现，该单位未按要
求停止营业。 10月 23日，再次检查发现该单位
仍在营业当中。对该单位的环境违法行为，君山
区环保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十九条规定，责令立即停止生产。 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三条规定， 移送公安部门对该单位主要负责人
实施 10日行政拘留。

深圳中科欧泰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超标排污按日连续处罚案

2017 年 6 月 9 日， 益阳市环保局对深圳
中科欧泰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包运营的废
水处理站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废水处理站排口
所排废水中总铜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 9.4
倍。 益阳市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单
位罚款 14.5992 万元。 7 月 21 日，益阳市环保
局对深圳中科欧泰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包
运营的废水处理站进行复查，发现废水处理站
排口所排废水中总铜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
准 0.52 倍。 益阳市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和《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的规定，对该单
位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行政处罚， 共计
28 日，罚款 408.7776 万元。

益阳正东食品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 主体工程

正式投入生产行政处罚案

2017 年 10 月 17 日， 赫山环保分局对益
阳正东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该单
位年产 200 吨卤鸭产品建设项目需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 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
产。上述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赫山环保
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
十一条的规定， 对该单位的环境违法行为作出
了罚款 5万元行政处罚决定。

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通过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有

毒物质刑事移送案

2017年 7月 31日和 8月 25日，益阳市环
保局对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该单位一期灰坝渗漏水未按环评要求闭路
循环， 通过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含有有毒
物质（含重金属）的废水。该企业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的规定。 益阳市环保局于 2018 年 1 月 5 日
依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将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

湖南康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利用渗坑排放污水案

2017 年 12 月 10 日， 沅江市环保局对湖
南康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全权承包运营的湖南
林源纸业有限公司废水处理站现场检查。 发现
湖南康园在调试工程中， 将未经处理的洗苇水
排入未采取有效防渗防漏措施的固废填埋场，
排放的废水中化学需氧量超标 1.87倍。沅江市
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对该单位的环境违法行
为进行立案查处，罚款 7.64 万元；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和《行政主
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
法》的规定，将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对负责
人实施行政拘留 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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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发现的生产废水经雨水管直
排洞庭湖。 陈颖昭 摄

案例 2

案例 3

案例 4

案例 5
案例 6

案例 7

案例 8

（省环境保护厅供稿）

案例 9

案例10

案例11

案例14

案例13

案例12

2017 年 10 月 18 日，岳阳县执
法人员给岳阳丰利纸业生产设备
贴上封条。 杨帆 摄

执法人员查获益阳市资
阳区新桥河镇食品工业园 6
家食品加工厂生产废水长期
直排当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河道。 黄昌华 摄

案例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