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10月23日至11月7日，省
委省政府组织9个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驻开封、漯
河、驻马店、周口、信阳、南阳、洛阳、三门峡、焦作等9
个省辖市，开展2018年省委省政府第一批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推动了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
整改落实，于11月7日至8日结束进驻督察任务。

督察发现了哪些问题？什么典型被揪出？11月8
日，河南省环保厅通报督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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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诚聘中老年人
全国联盟养老集团发展壮

大新设机构，诚聘郑州定居35
岁以上，养老顾问、办公室人
员、外勤、业务专员、业务拓展、
经理助理、等职位，工资发放准
时（女士优先）。
移动电话：13393747918（王女士）
办公电话：0371-55297137
工作地址：南阳路与宋寨南街路口
升龙汇金广场写字楼（1606-2）室

这些企业
环保问题被揪出

督察期间，督察组陆续梳
理曝光18个典型案例，引起
社会强烈反响，发挥了督察震
慑、警示和教育作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
九督察组组长张维宁带领督
察人员，对焦作市中州碳素
厂、沁阳市化工园区和废弃煤
炭园、武陟县嘉锐新材料有限
公司、焦作市中站区污水处理
厂、孟州市桑坡皮毛群污水处
理厂、孟州市南庄镇垃圾填埋
场、博爱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
设工地等处暗访督察，要求坚
持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整改，
更精细、更精确、更精准地治
理，不断提高环保治理水平。

省政协副主席、第一和第
二督察组组长李英杰带领督
察人员，对开封马家河、开封
市东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
封万达食品工程有限公司、漯
河市垃圾填埋场、澧河饮用水
水源地、临颍县繁城镇尼庄社
区养鸡场、舞阳县金大地化工
厂、漯河市德隆彩印有限公司
等地暗访督察，要求对发现的
环境问题查处到位、整改到
位、问责到位，促进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

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和第
六督察组组长高体健带领督
察人员，对信阳市琵琶山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场、信阳浉河
区华仪置业公司、南阳天冠水
处理有限公司、河南天冠燃料
乙醇有限公司、内乡县城镇污
水处理厂和湍东污水处理厂
等地进行督察，要求当地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严格
落实责任，强化督导问责，提
高环保问题办结质量和效率。

省政协副主席、第三和第

四督察组组长周春艳带领督
察人员，对驻马店市汝南沃特
新型建筑材料厂、昊华骏化集
团有限公司、泌阳县石材园
区、商水县富源明胶有限公
司、淮阳县豆门乡上海码头和
施楼码头、鹿邑县生活垃圾处
理场、扶沟县韭园镇的许亳铁
路临时料场、扶沟县三源建设
有限公司等地实地督察，要求
企业立行立改，相关部门要加
强监管，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省政协副主席、第七和第
八督察组组长谢玉安带领督
察人员，对洛阳义煤集团新义
煤业有限公司废水直排、洛阳
七一路热源厂超标排放、汝阳
县瑞隆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破
碎工段无除尘设施、新安县正
村镇西白村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落地缓慢、灵宝市黄河
湿地违规建设的灵宝瑞亚牧
业有限公司和灵宝市融利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问题实地
督察，要求抛弃走过场的心
态，高标准完成整改工作。

交办问题4302件，
问责170人

截至11月7日，9个督察
组共抽查、核查点位累计
2239个，其中，2018年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案件
点位 716个，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反馈意见涉及点位
29个。同时，督察组还收到
群众来电来信举报4939件，
受理有效举报4302件，问询
谈话 319人，走访相关部门
218 个，调阅资料 8250 余
份。督察组向被督察地区交
办问题4302件，其中已办结
2657件，立案处罚56家、罚
款 210.11 万元，立案侦查 2
件，约谈47人，问责170人。

根据督察工作安排，各督
察组将陆续进驻第
二批被督察城市，整
个督察工作将持续
一个月，预计于11月
下旬结束全部进驻
督察。

“专员”处理
轻微交通事故

11月 8日上午，河南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人保财
险河南省分公司在郑州市郑
东新区CBD如意湖文化广场
举行“警保联动服务人民”启
动仪式，现场，郑州市首批40
名“警保联动”服务专员上岗。

这些专员如何发挥作
用？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
负责人说，通过建立“警保联
动”机制，以“河南快处快赔”
APP平台为支撑，推行“警保
联动”服务专员与交警、辅警
共同上路巡查新模式。“专员”
是参与交通管理的辅助力量，
特别是在交通事故的快处快
赔领域，拥有专业理赔经验
的“专员”发挥重要作用。

他们通过定点值守与动
态巡逻相结合、交警带领与
单独巡查相结合、徒步巡逻
与摩托车巡逻相结合、统一
调度与主动发现相结合等方
式，以交通出行早晚高峰和
节假日为重点时段，通过以
城市主城商圈、城市主干道、
重要交通节点等为重点部

位，织密巡控网络，第一时间
发现和到达事故现场，协助
当事人自行协商，实现简易
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理、快速
撤离现场、快速理赔，提升交
通事故处理效率。

同时将建立事故伤者快
速救援、转运机制，通过空地
一体化救援合作，共同做好
重大交通事故人员的救援，
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3个条件下
“专员”发挥作用

并不是所有的交通事
故，“警保联动”服务专员都
可以协助处理。其主要依托

“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快处
快赔”手机软件，目前有3个
前置条件需要注意。

适用时间是每天 6 时至
20时。快处快赔系统是通过
手机软件来实现，需要进行
现场拍照并对照片清晰度有
一定要求。城市拥堵的高峰
期主要是在上下班高峰期
间，暂定此时段为系统的适
用时间。

适用类型是两车碰撞事
故或单方事故。

仅造成财产损失的机动
车碰撞交通事故，简言之，就
是“车能动，人未伤，有保险，
车有牌，人有证，没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等的轻微交通
事故。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
负责人说，不仅是“警保联
动”服务专员可以使用这个
软件，驾驶员和车主也可使
用快处快赔处理轻微交通事
故，且轻微违法行为将不予
处罚。但下面5种情况即使
在快处快赔范围内也不能适
用：机动车无号牌、无检验合
格标志、无保险标志的；涉及
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
学物品以及毒害性、放射性、
腐蚀性、传染病病原体等危
险物品车辆的；驾驶人无有
效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
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
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当事
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

据统计，目前“河南省道
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手机
软件的下载量约54万。

省委省政府第一批环保督察进驻结束

立案处罚56家企业 罚21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河南推广“警保联动”模式

轻微交通事故“专员”拿手机可处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11月7日下午3点半左右，郑州市经三路与农业路交叉口北向南方向，出现了拥
堵，原因是一辆豫S牌小轿车和一辆出租车在路口处发生了剐蹭事故，双方将车辆
停在快车道上等待交警处理。车道被占，通行受阻，南向北车辆堵成“一锅粥”。

一起小剐蹭，酿成大堵车，费时费事还堵心。不过，河南推行的“警保联动”机
制，让服务专员与交警、辅警共同上路，拿起手机、点开APP，参与交通事故的快处快
赔，有望解决上述窘迫现象。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警
保联动”专员只是参与交通
管理的辅助力量，他们处理
事故的结果是否具有法律效
力？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
负责人解释说，“警保联动”
专员开展工作时，利用的是

“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快处
快赔”手机软件，由河南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和河南省保险
行业协会联合开发，该软件
分为警用版、民用版以及保
险版。“专员”使用的保险版，
由省交警总队统一授权，申

请开通“河南快处快赔”保险
版APP操作系统和操作权
限。

为了避免骗保行为的发
生，交管部门定期联合保险
公司对参与“警保联动”服务
专员进行事故处理、查勘定
损、APP操作、考核制度等培
训，并签署合作协议和保密
协议。

该负责人补充说，“专
员”现场指导，后台划分事故
责任还需要交警审核，而且
启动仪式上，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相关负责人给人保财险

河南省分公司颁发了授权
书。因此“专员”出具的事故
协议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对于轻微交通事故，线
上定责出具的文书已具有法
律效力，若当事人不认可保
险公司的定损金额，可以与
保险公司进行协商处理。

此外，明年我省将进一
步拓展农村地区“警保联动”
合作，还将整合“警保”双方
在农村地区的服务与工作网
点，共同推动构建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社会治理体系，加
强农村道路安全管理。计划
以保险行业现有的理赔员、
业务员以及“三农”网点服务
人员为主体，经过培训、考
核，适当纳入农村交通安全
劝导员队伍，协助当事人使
用“河南快处快赔”APP软件
快速处理交通事故，保障农
村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专员”处理事故的结果是否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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