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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供电公司：

咋回事？

多举措助力
“安全生产月”活动

当事人帮法院执行局打扫卫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石超凡
本报讯“真是太感谢，自从买这个房
子，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现在终于放
心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平时忙，
就帮你们把办公室打扫打扫，聊表心意
……”近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申
请执行人杜某来到孟津县法院执行局，将
执行法官办公室打扫一遍，并对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2014 年 7 月，原被告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协议，原告杜某将自己个人宅院
卖给被告杨某，在得知不能办理房产、宅

基地过户手续后，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
认双方买卖协议无效，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损失 3000 元，并将房产证、宅基证返还原
告。法院判决，原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协议无效，被告杨某将涉诉的房产证、宅
基证返还给杜某，杜某退还杨某 120000
元 及 利 息 ，并 支 付 杨 某 房 屋 修 理 费 用
8000 元。判决生效后，杨某却拒不履行，
杜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多次组织
双方调解，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执行
和解协议书，该案执结。结案后，申请人
杜某被该院执行局工作态度打动，主动帮
忙打扫办公室卫生表示感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汤新娜
本报讯 6 月 11 日，栾川县供电公司
110 千伏潭头变电站，工作人员利用工作
间隙对《安规》知识进行学习，这是该公司
基层单位落实省、市公司“安全生产月”活
动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为贯彻落实省、市公司 2018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部署，栾川县公
司成立以公司总经理董晓军，党委书记孙
玉明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订以“生命至
上，安全发展”为主题工作方案，通过开展
系列安全活动，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安全

素质，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我的责任”意
识，保障栾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
靠供应。
此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活动，营造
浓郁安全生产氛围；推进公司见证 60 年
安全反思系列活动；组织安全宣传咨询活
动，规范全员安全生产行为；开展隐患排
查治理，全面提升电网可靠供电能力；组
织开展好各种应急预案演练活动，提升员
工应急能力；做好“安全生产万里行”活
动，做好国家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组织开
展的各项“安全生产万里行”专题行、安全
检查等活动，及时上报相关信息，确保上
下信息畅通。

洛阳市环境污染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出炉

实名举报环境违法最高奖 5 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马安莉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出台《洛阳市环境污染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实名举报环境违法行
为，
根据举报污染性质不同，经查证属实，洛阳市相关部门将给予举报人 300 元至 5 万元不等的奖励。

咋举报:

孟津永久关闭
黄河湿地非法采砂场

电话、
微信、信函、现场举报均可
根据《办法》规定，举报人可通过
电话、微信、信函等方式举报，也可以
到洛阳市环境污染举报中心现场进
行举报，
该举报中心设在市环保局。
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市民可拨打
环保热线电话 12369 举报（24 小时）；
也可通过“12369 环保举报”微信公

众号或电子邮箱（lyhjjb12369@163.
com）举报；来信来访举报可到市环
保局信访科（地址：洛阳市九都东路
328 号 环 保 大 厦 ，邮 政 编 码 ：
471002）。
需要注意的是，举报人通过合法
途径，实名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均在

奖励范围之内。举报人举报时应提
供本人准确联系方式，被举报单位的
准确名称、详细地址、基本违法事实，
以及反映排污情况的图片、影像资料
等证据。
根据举报人的举报线索，经查证
属实后给予举报人相应奖励。

咋奖励：
查证属实，最少奖励 300 元，最多 5 万元
根据举报污染性质不同，洛阳市
相关部门将给予举报人的奖金为 300
元至 5 万元不等。举报以下环境违法
行为，
给予不等奖励。
●300 元奖金：
城市建成区、高速公路两侧及风
景名胜区存在燃煤茶浴锅炉、燃煤大
灶、
经营性小煤炉等烟尘污染环境的；
饮食服务业没有安装或未正常
使用油烟净化装置产生油烟污染的，
露天烧烤产生烟尘污染的；堆放、装
卸、运输煤炭、垃圾、渣土、土方、砂
石、水泥、灰浆、石灰、石膏等易产生
扬尘的作业，未采取遮盖、封闭、喷淋
等防尘抑尘措施造成扬尘污染的；
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排放
黑（蓝）烟的；县以上城区禁放区燃放
烟花爆竹的。

道路机械未按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
制装置的，破坏车载诊断系统的。
●1000 元奖金：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
区内畜禽养殖和网箱养殖严重污染
环境的；
施工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之
百”
（施工工地 100%围挡、物料堆放
100%覆盖、出入车辆 100%冲洗、施
工 现 场 地 面 100% 硬 化 、拆 迁 工 地
100%湿法作业、渣土车辆 100%密闭
运输）扬尘防治措施的；
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采取有
效扬尘防治措施的；不按规定收集、
贮存、处置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废物
的；已责令停产、关闭的企业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未经批准擅自恢复生产
的。

●500 元奖金：
●2000 元奖金：
城市建成区、高速公路两侧及风
建 设 年 产 5000 吨 以 下 的 造 纸
景名胜区存在锅炉、炉窑烟尘污染环
厂，年产 500 吨以下的染料厂，采用
境的；
“敞开式”等落后方式炼焦、炼硫的企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露天喷漆
业，要求关闭或停产的土法炼砷、炼
（涂）污染环境的；秸秆、垃圾、树叶等
汞、炼铅锌、炼油、选金的企业，生产
露天焚烧严重污染的；城区散煤加
石棉制品、放射性制品的企业和小炼
工、销售的；加油（气）站、储油（气） 油厂、小火电厂、小钢铁厂、小玻璃
站、油（气）罐车等未安装或未正常使
厂、小水泥厂、小煤矿；
用油气回收装置的；重型柴油车、非
工业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超过

整治黄河采砂
排放标准 3 倍以下的；
“ 黑加油站”以
及机动车检测机构违法进行机动车
排放污染物定期检测或未按照规定
检测的；自动监控设备不正常运行或
弄虚作假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使
用或擅自拆除、闲置的。
●5000 元奖金：
排污单位在空气重污染应急预
警期间应执行停产、限产决定却未执
行的；
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坑、渗井、
裂隙、溶洞等方式排放、倾倒污水等
规避监管排放污染物的；篡改、伪造
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
应当取得而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或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非法排
放污染物的；新、改、扩建项目未执行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工程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
收”
制度，
擅自生产的。
●5 万元奖金：
工业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超过
排放标准 3 倍及以上的；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受 到 50 万 元
（含）以上罚款或有关人员依法受到
行政拘留或追究刑事责任的；
发现环境污染事故隐患，避免发
生重特大污染事故的。

咋领奖：
接通知 15 日内领奖金，
也可银行转账等
根据《办法》规定，举报人接到领
奖通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应携
带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前往市环
境污染举报中心领取奖金，无法联系
到举报人或逾期未领取的，视为自动
放弃。举报人领取奖金时，因特殊情
况委托他人代领的，应出具委托书、

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举报
人不愿意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的，可
通过银行转账、微信红包或电话充值
等方式领取。
但值得注意的是，市相关部门对
同一违法行为有多人分别举报且举
报线索相同的，奖励第一时间举报

人；联名举报的，按照一案进行奖励，
由举报人平均分配奖金或由联合举
报人共同商定分配办法。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含临时聘用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对环境违法行为
的举报也不在奖励范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记者 李晓波 文图
本报讯 近期，洛阳市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
的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6 月 12 日，大河报
记者跟随洛阳市环境攻坚办工作人员一同，对群众
反映的黄河湿地内非法采砂的问题进行现场探访。
6 月 12 日下午，孟津县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内，一大片空地经过重新平整绿化后，恢复了湿地
原貌和原有的生态。不远处，成群的鸟儿正在黄河
岸边嬉戏觅食。然而，在一年前，由于历史原因，该
处还是一家大型采砂企业，采砂船、大型机械在黄
河边大肆采挖，破坏了湿地植被，拉砂的车辆四处
往来，
尘土飞扬，
威胁鸟类生存。
孟津县黄河湿地管理办公室主任孟科峰说，宁
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为了保护湿地环境，
孟津县重拳出击，打击非法采砂行为。孟科峰说，
去年孟津县河务、环保、国土、公安、湿地管理局等
多部门联合执行，通力合作，经过数月努力，吊销两
家采砂企业证照，129.5 万方砂石余料全部清运出
保护区，原有 12 条生产线全部拆除并外运，采砂船
只全部拆除拖离，共拆除违章建筑 18800 平方米，
砂场和石料场的土地，将会重新平整绿化，恢复湿
地原貌和原有的生态。孟科峰说，孟津黄河湿地自
然保护区内，
永久取缔非法采砂活动。

幸福人寿濮阳中支：
生命有爱，风雨同行
2017 年 10 月初，年仅 39 周岁的李先生
被诊断为甲状腺癌。李先生的妻子想起之前
为其在幸福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幸福
人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额 20 万元。回
家后找出保单并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10 月
10 日理赔人员接到李先生理赔申请并迅速进
入系统操作，10 月 12 日李先生收到理赔款
20.3 万元。现在李先生仍然行动不便，还需
后续治疗。20.3 万理赔款及时缓解了李先生
家人的一部分经济负担。我们期盼李先生在
家人的悉心照料下早日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