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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县委书记张聪智到超限站检查治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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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士断腕：力度前所未有
“以前咱这儿是一片烟尘瘴气，家里门窗平常

可不敢开。出门办事，半天之后身上就是一层灰，
鼻孔里也黑乎乎的。”回忆起从前深受“污染”之害
的情景，铜冶镇南马村村民王富生直摇头。群众
期盼蓝天碧水，环境治理迫在眉睫。

“环境是最稀缺的资源，生态是最宝贵的财
富。我们要痛下决心，全力以赴打好一场大气污
染防治的人民战争，实现环境空气质量的彻底改
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全县大气污染整治动
员大会上，安阳县委书记张聪智的话掷地有声。
这种治理大气污染锲而不舍的决心和勇气鼓舞了
全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县委书记张聪智，县
委副书记、县长刘纪献一次又一次针对改善该县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多次主持召开
专项工作调度会、推进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
进着该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像钉钉子一样脚踏实
地，不断往细里做、往深里做。

“环保风暴”风力愈疾，指向愈明。于是，在安
阳县，一场政府主导、环保协调，各级政府、部门各
司其职，公众广泛参与的群众性的大气污染治理
攻坚战，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声势。该县强化组织
保障和协调配合，注重铁腕防治大气污染，实行严
格的准入、严格的监控、严格的治理、严格的执法、
严格的制度，持续开展关停取缔和达标治理专项
行动。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是全县上下的共同期
盼，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环境生态领
域的突出问题，呼应人民群众的环境诉求，我县成
立了‘蓝天工程’环保行动总指挥部，下设河流湖
库污染防治、工业污染防治、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
工艺、‘两镇三路’区域环境治理、建筑施工 (拆迁)
工程及污水处理、矿山开采源头控管 6 个分指挥
部，全面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刘纪献说。该
县组织各乡镇、各部门对全县工业企业、河流湖

库、重点路段、建筑工地、矿山料场、秸秆堆放开展
拉网式大排查。对治污措施不完善、无组织排放
严重的，一律实行停产整顿，并推行日报告制度，
每天上报排查和整治情况。同时，由组织、监察、
督察、环保等部门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各乡镇、各
企业进行现场督察，对进度不快、措施不力、效果
不好的单位明确整改责任人、时限和措施，一周一
通报，确保整改到位。此外，完善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压力下沉传导机制。“考核结果一月一公开，
对‘蓝天工程’环保行动工作完成好的乡镇、单位
将进行表彰奖励。对不能按期完成‘蓝天工程’环
保行动工作任务的乡镇、单位及企业，我们将对其
进行通报批评，直至‘一票否决’和责任追究，确保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积极主动
地推动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安阳县监
察局有关负责人说。

干净整洁的中联水泥厂厂房

洒水车正在路面作业

工人在拆除制沙厂设备

铜城广场铜城广场

推掉黑烟囱、停用小锅炉、搬走污染源、治理
臭水河，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联系着老百姓的生
活。“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让群众呼吸到清新的空
气，喝到干净的水，看到蓝天白云。”曲沟镇党委
书记桑海宾说。

向污染宣战，不仅仅是曲沟镇的“围剿”，而是
安阳县城乡区域联袂进逼、工业区域连接出战、污
染区域连连重击；是安阳县集结打出的联动式的
全线“围剿”。在攻坚时，首开打响的，无疑是确保
打赢这场大气污染防治“持久战”。

“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就要敢于担当、勇于突破，正确处理眼前和长远、
局部和全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不以牺牲
长远、牺牲全局、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暂
时增长。”刘纪献的话语铿锵有力，不容置疑。

“为老百姓办事永远没有错，也相信一定会得
到老百姓的理解、拥护和支持。”该县立足常态常
效，围绕重点难点，再出“狠招”，为全县企业拧牢
四道“紧箍咒”，确保全县企业达标排放清洁生产，
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为加快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实现凤凰涅槃，
在企业验收复工时，安阳县严把“五关”，即企业必
须按照环保要求配备排污设备，不准“偷工减料”，
否则决不验收；对企业排污设备运行情况，县环保
等部门严格监控，实时监测，发现设备运转不正常
的决不验收；企业按照行业规范进行物料堆放，采
取抑尘措施，不得随意堆放、露天堆放，制造扬尘，
否则决不验收；驻厂监管员必须 24 小时驻厂监管，

如出现监管缺失或企业不配合监管的，决不验收；
企业厂区内外绿化、道路硬化、墙壁粉刷、清扫洒水
等措施必须到位，并长期坚持，否则决不验收。

形成绿色发展导向，该县在工业企业中积极
推行清洁生产，该县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鼓
励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流程、减轻污染排放，在改善
人居环境的同时，实现企业低碳、绿色、可持续发
展。各乡镇按照“企业内外绿化美化、法人守法、
信访、荣誉、社会公益、职工参保情况”等指标，对
复工企业进行审核，提出复工初审意见；环保部门
根据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及运行效果，组织专业人
员深入厂区现场审核验收，提出审查意见；工信、
发改等部门根据企业的主要设备型号和规模、实
际投资额度、投资强度，组织专人到厂区生产环节
现场检查验收后，提出审查意见。县蓝天工程环
保行动总指挥部根据乡镇、环保、工信、发改等多
方意见出具恢复生产通知书，并报市蓝天工程指
挥部备案，从而形成“三把钥匙”同开锁的模式。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违者严惩，是助推安阳县
奋力转身，锲而不舍地构建山清水秀、宜居宜业的
生态环境的“点睛之笔”。凡经验收批准复工的企
业，必须对县、乡政府作出“确保达标排放、确保标
准运输、确保清扫洒水”的承诺。县纪委、监察、督
察等部门负责对企业承诺落实情况进行暗访、督
导，对不遵守承诺的企业，第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
给予停产，第三次实施断电措施。同时，从县直单
位抽调百名干部入驻企业监管，并严格落实“县直
干部驻厂监督员兼信息报送员、驻厂乡镇干部监督

员和县环保局技术指导员”三大员制度，做到“五加
二、白加黑”全天候不间断监控，确保企业各项环保
整治措施落实到位，合法生产，达标排放。截至 11
月 19 日，该县已对 563 家企业采取断电措施，49 家
石料企业全部断电到位，所属乡镇派员到各企业驻
厂监督。目前，正在推进资源整合，整体合并为 1家
合法有序生产。取缔 78 家非法采砂、洗砂、选矿企
业，60 座土石灰窑全部拆除到位。4 家落后产能企
业落后工艺设备已全部停产拆除到位。“十五小”和

“新五小”企业已拆除 137家。联合执法集中行动累
计查处超限超载等违法货车 909 辆，现场卸货
3910.59 吨。集中对安林路、大白线、安姚路、水冶
镇、铜冶镇镇区及道路每天出动 2台扫地机，近千人
进行机械与人工清扫保洁，出动 28 辆洒水车，每日
洒水车辆达 230余辆次，有效控制了道路扬尘污染。

潮平岸阔，风正帆悬。生态友好，未来美好。
安阳县将环境安全的红线，紧紧地捆在了企业；将
环境执法的锐利，牢牢地扎在了企业；将环境守法
的责任，深深地种植进企业；将社会监督的锐眼，
稳稳地聚焦于企业。其“势如破竹”，给该县抗污
染之战打开了必胜的战局。“只有努力，才能改变；
只要努力，就能改变。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
责任，治、管、控三管齐下，坚决打赢全县大气污染
防治这场攻坚战、持久战，利用治理大气污染倒逼
机制，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努
力使安阳县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美，
让全县人民真正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张聪智信心
十足地说。

决战决胜：拧牢四道“紧箍咒”

为 蓝 天 白 云 而 战
——安阳县强势推进“蓝天工程”环保行动见闻

初冬时节，笔者随同
安阳县“蓝天工程”环保行
动指挥部工作人员一到水
冶镇，只见水清了，地净
了，整个镇子如同被洗涤
过一般，人与自然更和谐
了。“如今可不一样了，您
瞧，这环境比过去强多了，
空气清新了，烟尘也少了，
就连皮鞋上的粉尘都没有
了，白衬衫可以连穿几天，
这是党和政府为俺群众办
的一件比天还大的好事。”
得知笔者来采访，一位姓
张的居民深有体会地说，

“大家都盼着这件好事一
直办下去，毕竟人总不能
只顾赚钱，不要健康，不顾
子孙后代呀。”

众所周知，该县因钢
铁、煤化工、水泥建材等传
统工业而生，近年又为传
统工业而困。由于历史形
成的产业结构偏重、能源
结构不合理，安阳县大气
污染问题突出。很难想
象，几年前的秋冬交替时
节，雾蒙蒙的灰黑色还是
这里的主色调。这显著变
化的背后，是安阳县这座
老工业基地矢志环境治理
的不懈努力，是以壮志断
腕的勇气，积极作为、敢于
担当，合力攻关、迎难而
上，通过向蓝天白云宣战，
全面奏响“绿色发展、生
态文明”主旋律，用汗水和
辛劳谱写“富裕、文明、平
安、美丽”的华美乐章。

11 月 6 日上午，在磊口乡清峪村南地的一小
石灰窑爆破拆除现场，看着拆除后尚未散尽的烟
尘，家住附近的村民都非常感慨。一位姓张的村
民说，过去听说要治理大气污染，但从没见过这样
大规模地拆除，“这几天真是大快人心，看得出这
次县里的决心，就得这样动真碰硬实打实，俺全村
人都拍双手欢迎！”

眼下，在安阳县，面对污染，已不是一个部门
的突围，而是管理部门联合制约、经济部门联网制
裁、执法部门联手直击；是相关乡镇、部门展开的
联动式的强势突围。“铁腕”表现在对污染企业的
全面出击。一场以“治污、治路、治水、治脏、控煤、
控尘、控油、控烟”为重点的大气环境综合整治“全
民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思路决定出路。按照“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长则建制”的要求，安阳县确定了三个阶段的目
标：一是集中人力物力，对污染企业和污染路段，
集中整治，确保短期内大见成效；二是不讲条件、
不惜代价，对多年形成的污染问题开展源头治理，
力争通过较短时间的努力，打赢这一场事关全县
发展的污染整治翻身仗；三是把污染企业的教训
警示到所有企业，把企业在污染上的教训警示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建立健全防污治污长
效机制，坚决杜绝环境违法现象发生，努力走出一
条生产、生活、生态共赢的发展新路，化蛹成蝶，实
现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该县将环境污染治理责任全部落
实到部门、乡镇和县级领导：一是部门监管责任。
工信、环保、交通、农业、电力等部门各司其职，承
担起相应任务。二是乡镇主体责任。企业所在乡
镇，道路经过乡镇，要承担企业治污和环境整治任
务。三是县级干部领导责任。分管 8 项治污任务
有关部门和联系乡镇的县级干部，必须一线指挥、
安排和督导，确保工作落实。对不依法履行环保
责任的乡镇和部门，由县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纪
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为了最大限度控制和降低空气污染程度，在
建立任务交办单、工作建议单、断电通知单、追责
移送通知单制度的同时，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大气环境监测、空气重污染预警应急响应、道路机
械化清扫保洁、机动车环保管理系统建设，对淘汰
黄标车、拆除改造燃煤锅炉、加油站油气治理、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等资金补贴，为实施“蓝天工程”
环保行动提供资金保障。

随着安阳县“蓝天工程”环保行动的深入开
展，一个“党委统揽、人大监督、政府主导、政协支
持、环保组织、部门联动、各界配合、企业履责、群
众参与、舆论推进”的大生态、大环保格局，目前已
初步形成。围绕重点难点，该县着力在重拳出击、
精准发力，集中攻坚、严肃问责，标本兼治、严抓实
抓上下工夫，一方面，加快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
整，加强执法监管和联防联控，加大污染企业提
升、关停力度，推动倒逼转型，为持续改善空气质
量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通过采取日夜查、交
叉查、专项查、突击查等措施，铁腕治污、强化监
管，突出联动、综合治理，以一点也不能放松的工
作状态和精神面貌，全面、有序、强势推进大气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

治理烟尘污染取得成效，得益的不仅仅是王
富生，还有和他一样的铜冶镇几万名群众，同时还
有铜冶镇的经济发展。该镇党委书记郜海龙表
示，良好的生活和投资环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
来客商，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数字表明治理工
程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但他坚信日益改善的
环境必会激发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吸引到
更多外地资金。

敢于亮剑：硬杠杠倒逼“铁腕”治污

安阳县委副书记、县长刘纪献指导企业建
设扬尘治理工作

蓝天映衬下的珍珠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