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在京
召开“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实施环
境保护法”座谈会，各省区市人大环资委纷
纷介绍了当地的喜人变化，各级人大通过
立法先行、强化监督、紧盯重大环保专项等
手段，在“美丽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死磕”重大环保问题
故事一：垃圾山生态回归变身园博园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十届中国（武汉）
国际园林博览会精彩开幕，鸟语花香、绿色
怡 人 ，吸 引 了 国 内 外 160 万 游 客 慕 名 前
往。谁也不曾想，游客们脚下这一片绿地，
曾经居然是武汉最大的垃圾填埋场——金
口城市生活垃圾山，吸污纳垢 16 年，约 100
万吨重的垃圾在这里散发着刺鼻的臭气。

“园博会申办期间，武汉大胆提出了
‘垃圾场上建园博’的申办方案”，武汉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洪春告诉记者，为了完
美打造这一生态回归的样板工程，武汉市
人大常委会从项目筹备、建设、验收，一直
到运行，全过程参与。“为支持该项目，常委
会多次对垃圾渗滤液处置、园林建设养护
等关键环节和重点工作进行视察、检查，并
于 2015年 5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园
博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力求审议一项
报告、促进一项工作、落实一件实事”。胡
洪春说。

紧盯问题不放松，是人大面对重大环
保专项问题的一贯态度。江西省人大常委
会连续多年跟踪南昌市备用水源幸福水库
周边养殖污染问题，督促和支持当地政府
攻坚克难，拆除猪栏达到 94.8%，水库水质
取得明显好转。

对同一环保问题，“我们坚持反复抓、
抓反复，在内容安排上把以往发现问题的
整改作为一项重点，在程序设置上把突出
问 题‘ 回 头 看 ’作 为 每 年 工 作 的 重 要 环
节”，江西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屠永
发说。

钉钉子精神，同样体现在全国人大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工作之中。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环资委主任委员陆浩介绍，近
年来，全社会高度关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全国人大环资委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从
2013 年以来连续三年将大气污染防治作
为监督工作重点，配合常委会开展了专题
调研、执法检查和跟踪监督，大气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中查出的主要问题和提出的 6
项立法建议，均落实到法律修订草案中。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对于加
强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空气质量，发挥了积
极有力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立法先行划出法律红线
故事二：“全球城市交通领袖奖”花

落南京

2015 年 12 月，在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
上，南京市超越伦敦、新加坡等竞争对手，
将“全球城市交通领袖奖”的桂冠收入囊
中。在全球范围内，南京是新能源汽车应
用推广数量最多、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之一，
尤其在 2014 年青奥会期间，创造了一次性
投放纯电动车所用时间最短、建设充电站
点最多、运营规模最大等多项全球第一。

穿行在南京市的大街小巷，近万辆新
能源汽车“不留痕迹”地从身边驶过，超过
6000 根充电桩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绿色动
力 ，仅 2014 年 一 年 ，该 市 就 减 少 排 放
24600吨二氧化碳。

“绿色发展，是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
履职的重点、人大环资城建工作的焦点。
其中，推动公交优先战略、鼓励绿色出行更
是本届人大的一项中心工作。”南京市人大
常委会环资城建委主任韦昌明说。

立法先行，确保了南京市公交优先战
略落到实处。“早在 2011 年，考虑到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和机动
车保有量急剧增加所带来的大气环境压
力，市人大常委会就明确提出了推动公交
优先战略、鼓励绿色出行的意见，并将

《南京市公共客运条例》 的修订这一关系
到环境保护和民生改善的议题，优先列入
常委会立法计划，以立法的形式，确保公
交优先战略落到实处。”据韦昌明介绍，
此外，在 2014 年青奥会举办前，《南京市
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也得到了及时的修订

与实施。
在全国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环资委

践行“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
要求，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立法工作。过去
一年来，由环资委承担提请审议和联系的
法律案共 12 部，由环资委牵头起草和提请
审议的有 5 部。其中，深海海底区域资源
勘 探 开 发 法 和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修 改 在
2015 年如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
审议；核安全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循环经
济促进法的制定和修改等已列入立法规划
并明确由环资委牵头起草和提请审议；对
水污染防治法、测绘法等 7 部由国务院提
请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环资委提前介入，
加强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沟通，及时了解
和督促各项立法工作进程，并积极做好审
议准备工作。

重拳监督跟踪落实
故事三：甩掉“黑帽子”还原“兰州蓝”

无滤镜版的“兰州蓝”，是兰州市民口
中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汇。在 2015 年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暨第 21 次《联合国气候框
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兰州市获得了联合
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与中国低碳联盟联
合颁发的“今日变革进步奖”。

然而，“过去的兰州，却是全国大气污
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一，一度被外国媒

体评为‘卫星看不见的城市’。”兰州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张淑菊告诉记者，近几年来，
为了甩掉头顶上的“黑帽子”，兰州市打了
一场大气污染防治的硬仗：在兰州，对环境
违法行为每半月集中曝光一次，2014 年共
处罚 55 家、曝光 41 家；成立了市公安局环
保 分 局 ，2014 年 出 动 警 力 480 余 人 次 ；
2011 年以来，包括兰州原环保局局长在
内，一批干部因治污不力被免职。

“在这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兰
州市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
监督工作的一个突出重点。”据张淑菊介
绍，为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兰州市人大常
委会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主题，多次组
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执法检查和调
研，对市政府在贯彻实施法规过程中存在
的 问 题 提 出 意 见 建 议 ， 督 促 加 强 整 改
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也在不断
强化。“环资委牢牢抓住大气、水污染防
治等群众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有针对性
地开展监督工作，推动法律有效实施，增
强监督实效。”陆浩举例说道，全国人大
常委会把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作为
2015 年监督工作的重点内容，并以联组
会议形式开展专题询问，国务院及其有关
部门认真负责地进行了答复，体现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质量和
效果。

各级人大通过立法、监督等手段在“美丽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铁 腕 严 法 守 护 绿 色
本报记者 李 哲

PPP 的兴起、行政
体制改革、公共服务采
购和特许经营的推进重
构了环境服务的交易结
构，在资本市场的推动
下，环境产业的供给侧
也正在改变和升级。在
近 日 由 E20 环 境 平 台
主办的“2016 年第十四
届水业战略论坛”上，
PPP 受 到 众 多 水 务 企
业和投资人的关注。

“PPP 对 政 策 环
境、商业模式的创新给
环保企业带来了更多机
会”，康达国际环保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王
立彤说，环保企业要关
注 PPP 政策的需求，并
作出回应。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
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投资
拓展中心总裁黄吉欣介
绍，在 PPP 的具体项目
中，他们将项目按照使
用者付费和政府付费进
行区分，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我们提出了景
观+环保+市政水利的
理念，希望根据水务的
特点，在流域、区域上综
合解决问题。”

“PPP 是一种政府与市场互动协调发展的
连接器，创新发展的转换器”，财政部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焦小平说，将政府意愿
和市场活力有机结合起来，是未来发展必须要
解决的问题。

2014 年以后，政府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充
分释放市场活力，PPP 市场火了起来。过去水
务公司一般都是区域性的，经过这两年 PPP 改
革，全国性的水务公司越来越多。目前，地方在
财政部 PPP 信息平台发布的 PPP 招商项目有
8.3 万亿元，发改委去年发布两批 PPP 项目清
单 4.2万亿元。

焦小平介绍，未来公共服务供给将主要通
过 PPP 打破市场垄断，放开市场准入，让市场
主体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力。“将收费权、财
政预算补贴、财政投资以及相关配套投入等资
源都整合起来，可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
公共服务。”

焦小平说，PPP 项目具有投资时间长、回
报稳定、反经济周期强等特点，PPP 领域需要
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资本如果想要暴利就不要
进入 PPP 领域，守法、守约经营，就会得到相对
稳定的回报，“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的理念，相
信市场的力量，中国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
PPP市场”。

兰州市打了一场大气污染防治的硬仗,还原“兰州蓝”。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越来越多社会资本投资水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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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50）
现将第1750批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批准，获得使用商品条码资格的企业）名单公布如下：（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二年）

详情可至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www．ancc．org．cn）查询

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汕头市恒桦泰织造有限公司
梅州市蕉城银葛宝养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健成食品加工厂
东莞市中堂佳源服装加工厂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美梦达床上用品厂
中山市小榄镇新乐文具礼品厂
中山市宏曼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五常市宏宇谷物有限公司
中山市嘉奇斯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创盛皮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永佳隆刺绣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新华园五金厂
潮安县彩塘镇铭强不锈钢制品厂
潮安县彩塘镇盛多多不锈钢制品厂
潮安县庵埠锦源食品厂
潮安县庵埠荣福源食品厂
库伦旗库伦镇丰顺有机杂粮农民专业合作社
呼伦贝尔绿祥清真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鄂温克族自治旗龙耀草原食品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京葵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味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森迈特鞋业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锡林之星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临河区方宇面粉加工厂
福州若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泰牛食品有限公司
长乐新贸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泉州易对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鲤城恒富成日用品有限公司
泉州福源纸塑有限公司
晋江市恒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晋江中胜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晋江市东石镇塔江五金压铸厂
漳州市兰联润滑油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广缘天韵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天禅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和盛堂蛇制品经销部
福建八闽云雾茶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朗生医疗器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笛莎公主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川元电子(扬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八杯水电器有限公司
徐州国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武进区前黄洁蒂诺纸巾厂
苏州百韵贸易有限公司
靖江喜友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精优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威德力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
崇安区紫利好副食品商行
宿迁市洋河镇神功保健酒业有限公司
云梦县城关中心酱品厂
广水华丽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69582018
69582019
69582020
69582021
69582022
69582023
69582024
69582025
69582026
69582027
69582028
69582029
69582030
69582031
69582032
69582033
69582034
69582035
69582036
69582037
69582038
69582039
69582040
69582041
69582042
69582043
69582044
69582045
69582046
69582047
69582048
69582049
69582050
69582051
69582052
69582053
69582054
69582055
69582056
69582057
69582058
69582059
69582060
69582061
69582062
69582063
69582064
69582065
69582066
69582067
69582068
69582069

劲牌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随县新星贸易有限公司
荆门市银珠米业有限公司
天门市石河镇雄风禽蛋产销专业合作社
恩施本草药业有限公司
襄阳汇源农林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随州市俊凤衣架厂
武汉靡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合快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竹壹生态服饰有限公司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武汉市思冠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亿佳品食品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润东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黛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杭州常凯服饰有限公司
海宁市盐官冯老大蔬菜食品厂
卡乐(杭州)食品有限公司
玉环广通塑胶有限公司
东阳市白云刘斌纸张切割厂
浙江利奥内衣有限公司
长兴益顶香炒货厂
温州旭豹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包杭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温岭市红不让鞋厂
台州东美日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文选笔业有限公司
杭州世纪力天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省浦江谷食美食品有限公司
湖州双林米尔炒货食品厂
浦江众邦商贸有限公司
浦江县治平衣架厂
众毅新能源有限公司
永康市长顺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铭威金属制品厂(普通合伙)
义乌诺娜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恰好内衣商行
义乌市伸纳电器商行
嘉兴嘉利食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嘉业水业有限公司
杭州乐众旅行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曼尼尔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东方茶业有限公司
安吉龙王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义乌市亿利进出口商行
厦门汉俊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联吉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添盛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福新源卫浴有限公司
淮南市润莹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凤台县桂集镇仁恒大米加工厂
安徽德昌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合肥精英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芜湖市神农食品有限公司
亳州市乐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泗县瑞丰面粉有限公司
宁国市臻味坊食品有限公司
宣城宣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东吴酿酒有限公司
安徽叶叶珍茶业有限公司
寿县一亩田食品有限公司
桐城市华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省曲阳酿酒有限公司
芜湖冰醇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华强米业有限公司
双峰县娄峰环保节能灯厂(普通合伙)
湖南为民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顺丰车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邵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宏发长炒货厂
长沙市雨花区华仕发食品加工厂
长沙市旺吖荣食品有限公司
益阳市永红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湘原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和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富一饮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千金药材有限公司
永顺鸿鑫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红娃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瑞泽发制品有限公司
青岛龙膳坊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金万利糖酒有限公司
青岛衣郎之都服饰有限公司
青岛欧维斯服饰有限公司
孟州市妈妈弹花被褥厂
河南优美特食品有限公司
长葛市王结食品厂
长葛市涛涛食品厂
襄城县小天鹅食品厂
辉县市鑫隆薯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许昌天和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洛阳洁爽洁厕剂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市盛群麦芽有限责任公司
濮阳县缘之源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尼罗河实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刘家三粉专业合作社
扶沟县味思美食品厂
滑县冰扬饮品有限公司
扶沟县豫鹰帅帅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金福顺油脂有限公司
卫辉市天相纸业有限公司
长垣县李海军香油调味品有限公司

虞城县鑫鑫养殖有限公司
许昌县昊源纸制品经销部
洛阳湖滨冰欣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河南鸿旭枣业有限公司
新郑市西域果业有限公司
焦作市聚鑫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洛宁湖滨食品有限公司
太康县九九食品有限公司
睢县颐生堂酒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绿之鑫食品厂
濮阳市越祥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神韵太极酒业有限公司
济源市恒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阳县鑫盛纸业制品厂
汝州市豫峰粉条淀粉制品厂
商丘市睢阳区运祥食品有限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双龙针织内衣厂
郑州市金水区百鱼粮渔具商行
兰考老地方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开封市济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卧龙分公司
焦作市乾宫酒业有限公司
汾阳市御宴酒庄酒业有限公司
运城市盐湖区泓芝驿福尔乐食品厂
山西英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临汾市恒宁泰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真的好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亿佳食品有限公司
绛县山研食品厂
保定市汇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高阳县佰乐纺织品有限公司
高阳县汶慧巾被厂
衡水恒康医疗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保定永润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容城县威利肉类食品厂
珠海新汇和香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华维纯净水有限公司
河北维乐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天宏食品有限公司
巨鹿县天泉酒业有限公司
承德仙泉果露酒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春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弥格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丰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至德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喜尔康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登州街蔬菜食品厂
宁波木森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浅海海鲜食品厂
浙江三禾厨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人和米业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车邦士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风格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区绿润花卉有限公司
宁波彦青腾果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洁清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立羊真空器皿有限公司
宁波笛皓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锦致商贸有限公司
富阳市铭鑫体育用品厂
东阳市江北福安塑料容器制造厂
杭州哈美贸易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燕尾炒货食品厂
嘉兴鑫浩服装有限公司
德清杭晟食品有限公司
德清县莫干山天竹泉饮品厂
永康市探露者贸易有限公司
永康市君派工贸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通源塑料厂
诸暨市汉草纸品有限公司
嘉兴闻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橙麦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高优禾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佳贸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耀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康祥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永嘉县奥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永康市铁臂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伊琪袜厂
义乌市雪芙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瑶宏针织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花剑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贝蕾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金蓓蕾扑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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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