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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吨危险废物 竟运到柳州倾倒
一来宾企业涉环境违法被处罚218万多元，
案件已移交公安部门
固体废物决不能随意丢弃处
置，尤其是危险废弃物，更要严
格按照规定处置。近期，柳州市
生态环境局对破获的两起重大非
法转移及倾倒危险废物案件作出
处理，涉案危险废物上万吨，涉
案金额近百万元。

柳州市生态环境局将案件移
交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警方最终
决定对主要犯罪嫌疑人实施逮
捕，并依法扣押相关涉案物品。

来宾公司非法
到柳倾倒废弃物

非法倾倒
31 . 5吨废矿物油泥

今年1月，来宾市鑫泽环保
建材有限公司也被群众举报。柳
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多个部门经
过长时间摸排、调查、取证，最
终确定该公司在未取得经营许可
证的情况下，将来宾华锡冶炼有
限公司1 . 3万多吨脱硫石膏废
物，通过货车跨地区运输到柳江
区穿山镇大子岭倾倒。经委托监
测公司对现场141个样品监测结
果显示，35个样品锌含量超过
标准值 2 . 78 倍， 9 个样品镉含
量超过标准值 2 . 52 倍， 104 个
样品砷含量超过标准值 179 . 6
倍， 8 个样品腐蚀性监测 pH 值
全超过 pH 值的标准值。犯罪嫌
疑人蒙某等 3 人在明知道脱硫
石膏是危险废物的情况下，依然
按照一般的废物处置，数额巨
大，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今年1月，柳州市生态环境
局接到举报，称有人在柳城大埔
镇南村邬家屯垃圾堆放点丢弃大
量不明物体。经调查，系林某某
等3人利用运输车，将31 . 5吨废
矿物油泥倾倒到该处。
经柳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
测，该废矿物油泥pH值属于强
酸，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确定该废矿物油泥属于
HW34危险废物。林某某等3人
在无经营许可证情况下从事危险
废物处置经营活动，且非法倾倒
危险废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五十七条，属于严重污染环境
的违法犯罪行为。

法》。
近期，柳州市生态环境局决
定对该企业处违法所得的3倍顶额
罚款，处罚金额218 . 582万元，并
没收非法经营所得72 . 86万元，依
法扣押涉案物品，将案件移送公
安部门。

柳州严厉打击
非法处置危废行为
两起案件中，企业在没有取
得“从事危险废物处置经营活动
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处置大
量危险废物，对环境造成严重污
染，已经构成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
下一步，柳州市生态环境局
将继续严厉打击非法处置危险废
物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危废处置
全程监管，用全覆盖、零容忍的
高压态势，将非法处置危废行为
扼杀于萌芽之中，全面提升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和信息化监管
水平，有效防范固体废物特别是
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的突发环
境事件，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
全。

■背景知识

案件一涉及废弃物：
HW34危险废弃物
HW34废物对皮肤 、粘膜等组织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和腐蚀作用 ，严重可致死 ；由于废酸和很多物质都能
发生化学反应 ，会产生很多的危险因素 ，对人类的健
康和生态环境有着难以预测的危害 。

案件二涉及废弃物：
脱硫石膏
根据GB5085 . 3-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
性鉴别》及GB5085 . 1-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
蚀性鉴别》判定 ，涉案脱硫石膏属于危险废物 。该脱
硫石膏中的重金属严重超标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的重金属污染 。重金属污染具有隐蔽性 、长期性和不
可逆转性等特点 ，可直接对环境中的大气 、水 、土壤
造成污染 ，致使土壤肥力下降 、资源退化 、作物产量
品质降低 ，并且在土壤中不易被淋滤 ，不能被微生物
分解 ，还可以在土壤中转化为毒性更大的甲基化合
物 ，如果在遭受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农产品或是用遭受
污染的地表水灌溉农产品 ，
能使农产品吸收大量有毒 、
有害物质，
通过食物链传递，
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
据《南国今报》

广西名中医郑茂斌主任医师：
患者康复三分靠治疗、
七分靠调养
8 月 4 日，广西名中医、主任医师郑茂斌教授在崇
华中医街韦贵康国医大师馆坐诊，为患者看诊、复诊，
提供咨询服务，他强调：患者能够康复三分靠医生治
疗、七分靠个人调养。
患者唐先生经朋友介绍，慕名来找郑茂斌主任看诊。
唐先生患有肾结石，
近段时间睡眠状态不好、
食欲不振、
情
志不畅，
并且时常觉得手麻、
怕冷。
郑茂斌主任详细看诊后
判断唐先生病情是因肝郁气滞、
气滞血瘀影响到体内尿液
疏泄功能，高浓度的尿液残留于肾中形成结石。郑茂斌主
任宽慰唐先生说：现在首先要放宽心，正确排解工作家庭
压力，通过中药调节情志、活血化瘀、疏肝养气，使得气血
通畅、心情会舒畅、改善失眠，个人日常加强身心调节，身
体功能就能恢复过来了。
47 岁的李先生得知郑茂斌主任在崇华中医街坐诊，
专程赶来就诊，他患有颈椎病，时常感觉头晕，胸闷，
心慌，手麻。郑茂斌主任看诊后判断李先生病情由心
脏、气血不畅引发，首先要调理好颈椎病，因为颈椎病

■看名医

广西名中医、主任医师郑茂斌教授用“韦氏手法”
为患者作复位治疗
压迫到颈部的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到大脑、心脏供血，
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解释清楚病因和诊疗方案后，郑

茂斌主任用“韦氏手法”为李先生作颈椎手法复位，并
辅以推拿按摩，舒缓神经。随后，郑茂斌主任还为李先
生开出药方调理心脏功能。他表示，李先生的问题需要
综合诊疗，既要做好颈椎病调理，也要服用中药调理心
脏功能，患者本身也要加强个人的保健、保养，多管齐
下才能解决问题，摆脱困扰。
“三分治疗、七分调养”，是郑茂斌主任经常对患者说
的话，他强调：中医治疗一些慢性疾病如慢性肾炎、胃炎、
高血压、
气管炎等，
在用中药辅助治疗调理外，
更多强调患
者遵从医嘱，
也是要通过运动、
保健、
心理辅导等各方面调
理，这样才能恢复健康。郑茂斌主任指出：
“恢复健康过程
中更多强调患者自身作用，
是中医的优良传统”
。
郑茂斌主任是国医大师韦贵康弟子，擅长治疗脊
柱、骨与关节等相关疾病、老年相关疾病、消化系统疾
病、调理失眠等， 8 月 18 日（星期日）他将再次到崇
华中医街韦贵康国医大师馆坐诊，有需要看诊的市民可
李旭斌 文/摄
以开始预约了。

到崇华中医街

本周末妇科专家亲临崇华中医街坐诊
壮医特色医技医术免费培训同期开展
根据专家的坐诊安排，本周末（ 8 月 17 日至 18
日），广西名中医、壮医专家牙廷艺教授将在崇华中医街
举办壮医特色医技医术公益培训班，国医大师班秀文嫡
子、妇科专家班兆根主任将到崇华中医街坐诊，有需要的
市民患者可以预约了。

广西名中医、壮医专家牙廷艺教授免费举办
壮医特色医技医术公益培训班
广西名中医、
著名壮医专家、
壮医针挑微创疗法创始人
牙廷艺教授从医 40 多年，善于诊疗各类疑难杂症，尤其在
壮医壮药治疗慢性荨麻疹、
慢性湿疹、
银屑病、
带状疱疹、
硬
皮病、
皮肤瘙痒、
青春痘、
雀斑、
黄褐斑等疑难杂症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
他从皮肤病的病机生发入手，
抓住风毒
“善行”
的
特点，总结出了治疗疑难皮肤病“排风毒”
“补虚”的两大治
疗方法，
为众多各种疑难性皮肤病患者带来福音。
为帮助更多基层医务人员和中医爱好者熟练掌握壮医
特色医技医术， 8 月 17 日，牙廷艺教授将在崇华中医街

开办《广西名中医牙廷艺教授壮医特色医技医术培训
班》，为广大基层医疗机构和中医爱好者讲解火针疗法
的临床应用和药线点灸、经络温灸的应用等内容，有需
要的市民可以关注报名参加。

国医大师嫡子、妇科专家班兆根教授每月
固定两次坐诊
班兆根主任的父亲是全国首批 30 名国医大师之
一、妇科名医班秀文教授。从医 30 多年时间里，班兆
根主任医师长期跟随父亲接诊，父传亲授，在治疗妇
科、男科疑难杂症和妇科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自
从每月定期在崇华中医街李莉名医馆坐诊，很多患者慕
名找班兆根主任看诊。
7 月上旬班兆根主任坐诊结束后， 10 多位二次就
诊的患者服药后觉得有所好转，她们担心服完一个疗程
的药后不能连续服药会影响效果，特地提出希望班兆根
主任每月二次到崇华中医街坐诊。为确保广大女性患者

图为广西名中医、壮医专家牙廷艺教授在崇华中医街
开展公益培训（资料图）
用药的连续性，保证用药的效果。班兆根应广大患者的
请求，决定从 7 月开始到崇华中医街每月固定出诊二
次， 8 月 18 日，班兆根主任将再次坐诊，有需要的患者
李旭斌 文
可以预约挂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