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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报告，河南省社会
治安形势平稳，优于全国平
均水平。

从具体数据上看，2016
年全国的万人犯罪率为8.82
件/万人，而河南省万人犯罪
率为7.99件/万人，明显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报告，生活安全情
况持续改善提升，尤其是交
通安全形势显著优于全国平
均水平，且居中部六省最
佳。2016年，十万人交通事
故死亡率为2.04人，显著低
于全国的4.56人和中部地区
其他五个省份。

此外，河南省城市总体
社会治安状况好中有升。从
近三年各地市的治安指数对
比来看，许昌、驻马店、濮阳、
漯河、信阳、焦作、洛阳、郑州
等8市的社会治安指数三年
连续增长。

根据调查结果，2017年，河
南省居民整体生活在比较宜居
的环境中。以综合政治文明
度、社会和谐度、经济发展
度、环境优美度、生活便宜度
和城市喜爱度六大指标计算得
分，计算出全省宜居指数的平
均分为74.31，属于较好水平，较
去年有所提高。

其中，许昌、漯河、济源的宜
居度得分位列前三，分别为
80.8、79.3和78.1。此外，焦作、
濮阳、鹤壁、驻马店、三门峡的宜
居指数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
平顶山、周口、商丘的宜居指数
相对较低，其中周口、商丘连续
两年排名垫底，城市宜居度亟待
提高。

此次报告也对影响城市居
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分析。调

查数据发现，河南省18地市城
市居民总体幸福感得分为
3.94 分，介于“比较幸福”和

“一般”之间，处于中上水平，
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较高。
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平均得分
也由2015年的3.64分增加到
2017年的3.94分。

河南省 18个地市中，许
昌、鹤壁和漯河幸福感位居前
三，紧接着依次为南阳、新乡、
焦作、濮阳、郑州、信阳、洛阳；
幸福感排名比较靠后的三个
地市为安阳、周口和三门峡。

哪些人更容易感到幸
福？结果显示，城市常住人
口、中高收入者及女性居民的
幸福感相对较高；而高学历、
中年群体及外来居民幸福感
相对较低。相关性检验结果
显示，居住时间、家庭年收入
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
关系。本地户籍居民幸福感
（3.96）要比非本地户籍居民幸
福感（3.84）高；相较于居住时
间和家庭收入，性别对幸福感
的影响相对较为明显，女性居
民的幸福感相对较高；在年龄

方面，30~45岁之间的人群，
幸福感最低。30岁以下和45
岁以上幸福感相对较高。

相比往年的报告，今年报
告关注了老百姓的“获得
感”。数据显示，2017年河南
省居民获得感处于中等水平，
居民获得感指数整体不高。
在18个地市中，许昌和漯河的
得分最高，其次排名前十的依
次为濮阳、驻马店、郑州、济
源、鹤壁、焦作、南阳、新乡。

那么，河南居民对哪方面
满意，哪方面不满意呢？其
中，河南居民对生态环境的满
意度评价近三年持续提高，得
分排名前十的依次为许昌、鹤
壁、漯河、济源、信阳、驻马店、
濮阳、南阳、焦作、新乡。而对
于个人收入满意度则呈现三
年持续下降的态势。数据显
示，2017年河南省居民对收入
的满意度得分为55.7分，居民
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度不高。

在我省，许昌、鹤壁、漯河居民幸福感较高
2018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出炉，许昌、漯河、济源宜居情况较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天地之中，老家河
南。对于她，你了解多
少？社会治安形势咋
样，哪个城市最宜居，
哪的老百姓感觉最幸
福？7月10日，《河南
社会治理发展报告
（2018）》（以下简称
“报告”）在郑州大学新
鲜“出炉”，报告出自社
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
新中心，以《中国统计
年鉴》《河南省统计年
鉴》以及社会治理河南
省协同创新中心开展
的 2017 年城乡社会
治理综合调查数据为
基础。报告对老百姓
关心的问题一一解答。

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年底前公布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专题询问聚焦“蓝天白云”,提出意见和建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北京记者 段伟朵

打赢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是全国上下一心的攻坚任务。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提交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曾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大气
污染防治法，自2016年1月1
日起实施。

此次执法检查组由栗战
书委员长担任组长，今年5月
至6月期间，分4个小组赴河
南、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
河北、安徽、江苏等8个省区开
展执法检查工作，深入26个地
市，实地查看了107个单位和
项目。同时委托其他省级人
大常委会开展自查，实现执法
检查“全覆盖”。

经过此次执法检查了解
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
区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大气
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
以 上 城 市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平均浓度比2013年
下降 22.7%。全社会生态环
境保护的意识明显增强；大气
污染防治的法治保障进一步
强化；依法推进大气污染治理
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在执法检查中，执法检查
组通过认真梳理对照法律制
度规定，发现6大类主要问题，
包括结构性污染问题较为突
出、部分配套法规和标准制定
工作滞后、大气污染监督管理
制度落实不到位、重点领域大
气污染防治措施执行不够有
力、执法监管和司法保障有待
加强、法律责任不落实等。

其中，就结构性污染问题
较为突出方面，山东省传统产
业占全部工业的70%，重化工
业占传统工业70%；河北邯郸

“城中有钢”，石家庄“煤电围
城”问题突出；内蒙古包头重
化企业围城；河南2017年煤
炭消费量占一次性能源消费
73.6%，高出全国 13 个百分
点。以柴油车为主的公路运
输承担了全国约78%的货物
发送量。山东省有柴油货车
172.8万辆，占全国柴油货车
总量10.2%，居全国首位。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6类问
题，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其中包括切实加强秸秆禁烧

管控，确保到2020年，全国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督促
企业进行自动监控，2018年年
底前，重点排污单位全部安装
自动在线监控设备并同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联网，依法公开
排污信息。生态环境部门要
强化对监测数据质量控制，依
法严惩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行为；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在
2018年年底前依法制定并公
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

报告附件是执法检查组
随机抽查情况报告。执法检
查组设立随机抽查小组，在河
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
山东省、河北省，现场共抽查
安阳、郑州、洛阳、包头、鄂尔
多斯、西安、咸阳、渭南、滨州、
聊城、石家庄、邯郸12市工业
企业、施工工地、矿山等38处，
发现不同程度存在违反大气
污染防治法的问题，其中涉及
部分河南企业。

记者了解到，近日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赵建军，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环资工委副主任邵良带
领中原环保世纪行采访组，对
执法检查组列出的问题企业

“回头看”，监督整改情况。采
访组持续多日，分赴郑州、洛
阳、安阳三地，实地了解，当地
环保部门已对问题企业做出
处罚，企业正在积极整改中。

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联组会
议，就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报告进行专题询问。记者
从现场了解到，这是本届常委
会的首次专题询问，询问内容
聚焦“蓝天白云”。

国务院高度重视这次专
题询问。国务委员王勇同志代
表国务院到会听取意见、回答
询问，随同到会的有生态环境
部副部长赵英民、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连维良、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辛国斌、公安部常务
副部长王小洪、司法部副部长
刘炤、财政部副部长刘伟、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农业
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市场监
管总局副局长毕井泉、市场监
管总局党组成员陈钢、国家能
源局副局长李凡荣、国务院副
秘书长孟扬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江必新、最高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按照法
定程序，袁驷、吕彩霞、王毅、
矫勇、程立峰、冯军6位常委会
组成人员和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已于会前报名发言询问，
就大气污染防治相关问题进
行专题询问。随后，其他出席、
列席人员也现场发言询问。

记者了解到，这是本
届常委会的首次专题询
问。自 2010 年 6 月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五次会议首次开展专题
询问以来，专题询问成为
人大工作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成为全国人大常委
会依法进行正确监督、有
效监督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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