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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用垃圾堆积出一个巨型“千层糕”！

公益诉讼还村民清朗生活

炮制“千层糕”

卫洁垃圾处理厂主要回收
的是南海区和花都区的工业、生
活、医疗垃圾，厂里有两套垃圾
处理设备，李建华专门聘请何立
军担任经理，负责每天的垃圾运
送及垃圾焚烧后的筛下物处理。

李建华的卫洁垃圾处理厂
的规模不算大，每天的垃圾处理
能力为 300 吨，每年实际处理垃
圾数量为 9 万吨左右。 厂里生活
垃圾处理的收费标准是每吨 50
元，来自汽车城的内饰、塑料等
垃圾每吨收费 120 元到 150 元，
塑料垃圾每年有一两百吨。

“有时候天气不好，垃圾焚
烧不及时或焚烧炉出现故障，会
将处理不完的垃圾直接运到后
山堆放。 从 2013 年下半年开始，
每天约有 10 吨左右来不及处理
的垃圾和未燃烧完全的垃圾填
埋在后山。 ”一个从 2007 年就在
卫洁垃圾处理厂上班的员工说。

为了名正言顺地在后山填
埋垃圾，李建华编造将经筛选的
垃圾作为有机肥种植经济树木
的理由， 租下了竹湖大岭北约
400 亩土地， 租期从 2007 年至
2025 年。

按照合同约定， 李建华不能
在垃圾厂后山倾倒未经处理的垃
圾。但每当下雨天或机器故障时，
李建华便以临时堆放为由， 安排
工人将整车整车的未经处理的垃
圾堆放在后山， 事后并没有及时
处理，造成垃圾填埋事实。

从 2007 年到 2016 年的十余
年间，李建华授意工人将未处理
的垃圾填埋在后山成为常态。 为
了掩人耳目，每当垃圾堆放到近
1 米高的时候， 李建华就会交代
工人在垃圾上盖一层厚 50 厘米
的泥土，一座巨型“千层糕”逐渐
形成。

常年堆积的垃圾，只要一遇
大雨，垃圾渗滤液沿着山体流向
山下村庄的池塘、 农田和菜地
里，被殃及的村民们苦不堪言。

犯污染环境罪获刑

多年来，南海村民对污染源
说不清道不明，又因属地管辖等
多方面原因，村民投诉无果。

2015 年 11 月 26 日，广州市
花都区原环保局（现花都区生态
环境局）的执法人员来卫洁垃圾
综合处理厂检查，发现该厂在后
山堆放垃圾，导致垃圾渗滤液渗
透，严重影响周边环境。 环保部
门随即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并
责令整改。

2016 年 3 月，原花都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向卫洁垃圾处理厂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要求该厂及时清理堆放在后山
的垃圾，并对环境进行复绿。

2016 年 8 月，环保部门执法
人员再次来到卫洁垃圾处理厂
检查时，发现该厂并没有按照要
求修复受损生态环境，责令该厂
关停。

卫洁垃圾处理厂关停后，李
建华站在垃圾厂往后山看去，不
禁打了一个寒战， 他深知堆积了
十年的垃圾，绝非几日能复原，他
无法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进行清
理和恢复。 李建华安排车辆拉走
200吨垃圾，试图以此蒙混过关。

2016年 12月 6日，广州市公
安局花都区分局食品药品与环境
犯罪侦查大队收到环境保护局移
交的线索后， 依法对卫洁垃圾处
理厂污染环境一案立案侦查。

2020 年 5 月 29 日， 广州市
花都区法院认定李建华犯污染
环境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六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

启动民事公益诉讼

“因为这个案件既涉及刑事
犯罪，又涉及民事追责，我们遂
同步启动公益诉讼前期准备工
作。 ”花都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
门负责人龙碧霞介绍说。

案卷显示，2007 年 1 月 11
日起，李建华担任卫洁垃圾处理
厂的实际投资人及管理者，在经
营过程中，组织工人将未经处理
的原生垃圾及筛下物非法倾倒、

填埋于厂区西南侧山体，造成环
境服务功能损失达 350 余万元。

从 2007 年到 2016 年， 历时
十年非法倾倒、填埋垃圾，到底
有多少垃圾被填埋？ 350 万元的
修复费用是怎样鉴定出来的？ 龙
碧霞决定派人去现场实地了解
一下情况。

“第一次去案发现场核实情
况，刚好是夏天。 我们步行了近
40 分钟才到达山顶，走在山顶上
感觉脚底下松松软软的。 我们走
到山边上， 随手把石头掀开，就
能看到黑布袋和其他垃圾，污水
往山底下流淌，现场发出来刺鼻
的恶臭。 ”

花都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
检察官助理陈均志回忆第一次
前往案发现场取证时，他从山底
下往上看，整个垃圾山呈现出三
层不规则的平台，从第一层到第
二层之间，有一个约 5 米高的横
截面， 像是下雨后山体塌方，横
截面裸露出很多垃圾。

掌握现场情况后，花都区检
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同步启动行
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制发 5 份
《检察建议》， 督促当地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等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环境损害进一步扩大。 另外，该
院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追究
污染者的民事侵权责任。

鉴定垃圾数量及危害后果

花都区检察院随即将卫洁垃
圾处理厂非法倾倒、 填埋垃圾一
案的情况向广州市检察院汇报。

经过研判，广州市检察院认
为卫洁垃圾处理厂涉嫌污染环
境一案案情复杂，涉案环境损失
巨大， 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广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欧名宇提
办该案， 并担任主办检察官，成
立公益诉讼办案组， 带头办理
“硬骨头”案件。

2017 年 9 月 29 日， 广州市
检察院就卫洁垃圾处理厂、李建
华污染环境损害公共利益的行
为在《检察日报》上发出公告。 公
告期为 1 个月，主要是督促有权
提起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 1 个月后,
本案都没有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
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为了进一步核实垃圾填埋
的数量及造成的后果，公益诉讼
办案组与花都区环保、 城管、镇
街的工作人员多次去案发现场，
以在周边走访、 现场丈量的方
式，估算被污染的山体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办案组指出，如果每平方米
2 吨垃圾，“垃圾山”已超过 20 万
吨。 很显然，检察官现场勘查结
果，与李建华供述 5 万吨的数量
出入较大，花都区检察院决定重
新委托鉴定。

2017 年 11 月 30 日，花都区
检察院委托广东省地质测绘院
对涉案场地被违法倾倒的垃圾
数量进行鉴定。 根据鉴定要求，
广州市检察院、 花都区检察院、
广东省地质测绘院三个单位派
员前往广州市国土局花都分局
调取了涉案地块的数字地形图。

据调查，涉案地块从 1995 年
至 2006 年没有发生过地形地貌
的变化，也没有他人在涉案地块
从事任何生产、经营行为，该地
形图符合涉案地块垃圾倾倒方
量的鉴定要求。

2018 年 3 月，广东省地质测
绘院出具的报告显示，涉案倾倒
垃圾的土地面积约 12.3 万平方
米，计算倾倒垃圾方量区域的面
积约 3.88 万平方米， 自 1995 年
至 2018 年 2 月倾倒垃圾方量约
35.2 万立方米。

为了科学准确测定垃圾量
和污染量，2018 年 4 月 25 日，花
都区检察院委托广东省地质物
探工程勘察院对垃圾涉及面积、
体积和重量进行勘测。 2018 年 7
月 25 日，该单位作出《广州市卫
洁垃圾厂违法倾倒的垃圾数量
委托鉴定勘测报告》。

根据广东省地质测绘院和
广东省地质物探工程勘察院出
具的报告，广州市检察院进一步
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对“垃圾山”环境造成的
损害进行鉴定。

该研究所鉴定认为卫洁垃
圾处理厂实施的环境违法行为
造成涉案场地植被严重破坏，且
短期内难以自然恢复。 涉案垃圾
倾倒区域恢复至基线状态，需要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 7235.5 万
元，环境违法行为的服务功能损
失费用为 1714.35 万元。

生态环境修复具有急迫性、

时效性， 只有及时修复生态环
境，才能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永久
性功能损害。

2020 年 5 月 26 日， 广州市
检察院创新提出在民事公益诉
讼中启动先予执行程序，向广州
市中级法院发出《先予执行意见
书》，责令卫洁垃圾处理厂、李建
华对涉案场地所倾倒和填埋的
污染物先予清理，恢复至损害发
生之前的状态。

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鉴于卫洁垃圾处理厂、李建
华不能自行修复受损环境，花都
区炭步镇政府委托有修复能力
的第三方进行修复。 在暂时不能
全面清理垃圾的情况下，对山体
进行加固，并在山底下建了两个
垃圾渗滤液蓄水池，将垃圾渗滤
液集中起来后，定期拉走，避免
对土壤和水源造成进一步污染。

为了提出更精准的诉讼请
求，公益诉讼办案组多次前往原
广州市国土局花都分局 (现广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
局) 调取涉案地块的数字地形图
等材料, 并委托相关鉴定机关完
善原来的鉴定结论。

2020 年 7 月 7 日，广州市检
察院在《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
中变更诉讼请求，将原起诉书中
的诉请判令被告卫洁垃圾处理
厂承担涉案场地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 1.13 亿余元，赔偿生态环境
受到损害至环境修复完成期间
服务功能损失费用 1700 余万元，
承担生态环境监测、测绘、勘测、
鉴定费用共计 44 万余元， 判令
在被告卫洁垃圾处理厂不能清
偿上述费用时，由被告李建华承
担赔偿责任。 此外，请求判令被
告李建华公开赔礼道歉。

为防止被告转移财产，确保
本案生效裁判得到有效执行 ，
2018 年 7 月 16 日， 广州市检察
院依法申请对卫洁垃圾处理厂、
李建华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
实际查封了被告李建华价值
1000 万元左右的银行存款、房产
及汽车。

2020年 7月 24日，欧名宇与
办案组成员来到“垃圾山”现场查
验修复情况， 只见原本坑坑洼洼
的山路变成直通山顶的水泥路。
山顶上渣土车排队运送垃圾，现
场各项工作安全、 有序、 高效推
进。 看到山下村民的居住环境得
到根本改善，欧名宇倍感欣慰。

广州市检察院对该案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以后，花都区政府
专门成立卫洁垃圾厂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整治工作小组， 制定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2020年初， 广州环保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参与政府采购投标，
投得炭步镇卫洁垃圾处理厂非正
规垃圾堆放点清理整治项目，该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入场至 2020
年 12月 10日完成项目验收。

（据《方圆》）

� � 2020 年 7 月 24 日，广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欧名宇与
办案组成员一起勘察修复现场

� � 广州市花都区卫洁垃圾综合处理厂附近的
污染现场

层层分明的椰汁千层
糕是广东人喜爱的

点心。 然而，广州与佛山交界
处的山坳里，广州市花都区卫
洁垃圾综合处理厂（以下简称
“卫洁垃圾处理厂”）的实际控
制人李建华，却用垃圾和泥土
炮制了一座巨型“千层糕”。

这座用垃圾堆积的“千层
糕” 常年散发出阵阵恶臭，严
重影响附近村民的居住和生
活环境。

花都区位于广东省中部，
珠江三角洲北部 ， 广州市北
部，是珠三角通往内陆的交通
要道，素称“省城之屏障，南北
粤之咽喉”， 在粤港澳大湾区
中，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

今年 2 月，“垃圾山”上的
垃圾全部清理完毕，这一片土
地终于可以正常“呼吸”了，困
扰着佛山市南海区部分村民
十年之久的“毒瘤”得以摘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