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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多措并举 夯实扬
尘污染防控工作

巩义市控尘办成立以来，
在省、市控尘办和巩义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下，紧紧围绕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克难攻
坚，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扬尘
治理工作相关要求，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

在组织构架方面，按照
省、市攻坚办要求，巩义市4
月27日成立扬尘污染防控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住建局，从
住建局、城管局、交通局、国土
局、水利局、园林中心抽调人
员，组成了内业组、外业组和
执法组，全面负责控尘办各项
工作任务。

控尘办成立以来，共下发
督办函104份（其中：中央环
保巡视组转办电话举报2份，
省转办 7份，郑州市转办 33
份，控尘办下发62份），已全
部整改到位并由外业组现场
核实；立案查处6起，5起已经
执行到位，罚款18.2 万元，1
起正在执行中。

“此外，我们还启动了扬
尘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巩义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称，
本次行动采取企业自查、各镇
办及相关委局排查、市控尘办
督查等方式，在统筹做好各项
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基础上，
突出建筑工地、拆迁工地、线
性工程、道路清扫保洁、城乡
接合部等各类扬尘污染源头
治理，遏制和扭转PM10浓度
恶化趋势。

通过排查摸底，巩义市共
有在建房屋建筑工地59个，
非煤矿山 22个，市政道路 8
条，交通道路2条，水利工地
2个，拆迁工地2个，园林工
地2个；机械清扫66条主次
干道，面积499.50万平方米；
县乡道路44条，面积387.54
万平方米。

扬尘治理专项排查开展
三个月来，共排查工地180余
家，发现问题117条，下发限
期整改通知书40余份，目前
已全部整改到位。另外，巩义
还加强了对夜间扬尘污染管
控，各镇办、各相关委局累计
夜查共213次，累计检查工地
654个，查处夜间违法施工80
起，督促整改80起，有力打击
了夜间扬尘污染行为。

济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然而在一些地方，垃圾治理似
乎成为不易解决的问题。垃
圾处理设施能力不足、建设运
行经费缺口大，是我国农村垃
圾治理存在的最大问题。然
而，在种种困难中，我省济源
市却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方
面取得突出成绩。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济
源以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把济源
建成又富又美的区域性中心
城市为目标，不断加大新农村
建设力度，以农村垃圾、污水
治理和农村“厕所革命”为切
入点，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先后被纳入全国100个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
（市）、全国首批100个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
作示范县（市、区）。

济源市住建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称，目前，全市已建成
农村垃圾中转站195座，在全
市农村配备有1600余名保洁
人员，并且逐年加大对农村
保洁员工资、环卫设施建设
及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农村
垃圾治理工作的资金投入。
2017 年，市级财政投入 790

万元，镇级投入2553万余元，
带动社会资金投入1321万余
元。

而在农村污水治理方面，
济源也颇有成效。“自2018年
3月市住建局接手项目以来，
济源农村污水治理一期建设
项目进展速度很快。截至目
前，全市已开工25个村，铺设
管网110余里，占年度计划任
务的45%，完成投资3800余
万元。”济源市住建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我市将不断加大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使城乡
更美丽、更宜居，让广大群众
获得更多幸福感。

漯河：严监管、严督查
打好污染治理攻坚战

城市管理除了要投入人
力、物力、财力外，还离不开
有效的监管。漯河市城市管
理局本着抓开局、抓关键、抓
执行、严执法、严监管、严督
查的思路，紧盯目标，综合施
策，履职尽责，强力攻坚，促
进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持续改
善。

谈到漯河监管经验，漯河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称，
首先是坚持道路清洁作业高
标准。每天出动环卫车辆
150台，机扫作业4~5次，白
天洒水 6~8 次，晚上洒水 2
次。实行“四级”精细管理，一
级路面“双五”管理，即每平方
米地面浮尘不超过5克、地面
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
超过省定标准；每周评比通
报，以克论净达标率达到97%
以上。对主干道路绿化带、行
道树、重点区域进行清洗降
尘，每天不少于3次。

另外，每年春天，杨絮满
天飞，除了有火灾隐患外，还
严重影响着居民的身体健康
和居住生活幸福指数。对此，
从今年4月1日起，漯河全面

打响杨柳絮防治攻坚战，对市
区13万株杨树、1.37万株柳
树全面排查，绘制分布图，设
立6个絮情监测站。坚持日
督查、日报告、日通报，每天召
开督导碰头会，掌握工作动
态，协调解决问题，印发督查
快报47期。采取抚育修剪、
抹头等物理方式，喷洒、注射
抑制剂等化学方式，累计修剪
树木6500余株，喷洒水雾和
抑制剂4524台次，出动机扫
车辆8177台次，完成赤霉酸
注射18424株，杨柳飞絮显著
减少，社会各界给予了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

“在治理工地方面，漯河
也出了重拳。”市城市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称，漯河坚持重心
下移，落实“721”工作法，全天
不间断巡查，节假日不休息，
共巡查在建工地89个、700余
次，立案66件，结案11件，处
罚22件，整改14件；行政约谈

“八个百分之百”不达标工地
25个，下达整改通知书12次，
立案18件，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9份，结案8件，处罚到
位8件，督促整改11件。

许昌：改造护城河 水生
态文明立新功

在水污染防治攻坚方面，
全省水环境质量稳中趋好，而
许昌护城河的改造堪称典范。

许昌护城河位于许昌市
中心城区，全长 5.3 公里，分
东、西、南、北四条河流将老城
区环抱其中。许昌护城河起
源于1800年前的曹魏时期，
形成于600多年前的明洪武
年间，历史悠久。

改造升级以前，许昌护城
河两岸设施陈旧，景观单调，
尤其是粗放式发展时期，护城
河环水不环游，原来东西南北
四条河流是地下涵洞连接，管
线密布、暗沟涌动，且污水横
流，遍布生活垃圾，一度被当
地百姓称为“龙须沟”，影响着
群众生活，制约着人民群众幸
福指数的提升，也直接影响着
城市形象。

许昌市委市政府按照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总体部
署，启动了护城河环通工程建
设，护城河环通工程是许昌市
三大水利项目重要组成部分，
是“五湖四海畔三川、两环一
水润莲城”水生态体系中的

“内环”，总投资 3亿元。于
2015年 3月动工，当年12月
蓄水环通。护城河环通工程
的建设，更是树立了许昌城建
史上一个新的标杆。

建成后的护城河清水绕
城，水域面积约18.47万平方
米，蓄水量23万立方米，全线
绿地面积约3.4万平方米，水
生种植面积约24.3亩。沿岸
一桥一景，十步一园，呈现出
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水体

水质由原来的劣V类变为III
类。

自2016年3月15日护城
河“水上巴士”全线通航以来，
至今已有56万人次乘船游赏
护城河，成为城市新亮点。“泛
舟河上、环游许昌”成为现实，
被网民推选为全省“最美城
市”。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自
豪地说，“我们四季都生活在
清水流淌的风景里”。

南阳：数字化城管“最强
大脑”练就“绣花功夫”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类似
背街小巷垃圾、牛皮癣广告、
积水横流……这样的情况，就
如同“新陈代谢”一样每天都
会发生。城市管理如何实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南阳
探索实践“大城管”城市管理
新模式——以数字化城管开
启城市管理的“智慧模式”，由
此掀开了城市管理的深刻变
革。

记者了解到，南阳市数字
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2016年 3月7日组建并正式
开展工作。截至2018年6月
30日，共受理各类城市管理
问题 77.12 万件，立案 75.26
万件，结案67.26万件，结案率
90.81%，达到了数字化城管

“覆盖广泛、高效快捷、科学公
平、常态长效”良好的运行效
果。

据悉，数字化城管系统采
取“人工巡查监督+视频监控
和高空鸟瞰瞭望系统+12319
城管服务热线”“三位一体”
工作方式，每天1000多条数
字化城管案件通过这些神奇
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
腿”源源不断传回数字化城
管中心指挥大厅。“千里眼”
是遍布全城的76路高空鸟瞰
瞭望系统和1025路平安建设
视频监控系统，通过指挥中
心大屏幕可随时切换每个网
格的即时画面；“顺风耳”是
12319城管服务热线，随时接
听市民投诉；“飞毛腿”则是
175名信息采集员，他们手持

“城管通”每天巡回在自己的
责任网格中，及时拍照上传
各类事件问题信息。所有信
息待指挥中心受理员甄别立
案后，由派遣员根据问题归
属，派遣到相关责任单位限时
解决。

南阳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高贤信说，自数字化城管正式
运行以来，通过巡查发现问题
和监督考评问题整改情况，促
进市容市貌有了明显改观。
城区主要道路清扫保洁继续
保持高质量，背街小巷的保洁
得到了较大提高；灯光字号、
霓虹夜景基本保持完好；乱贴
小广告、道路污水外溢、街道
破损大坑、井盖长时间缺失等
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上接AⅠ·23版）

绿启郑州 唤醒中原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巩义市一处建筑工地上的雾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