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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禁烧助力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提起禁烧，村里大人小孩

都知道。今年秋收，村民都很自

觉，甚至连爱吸烟的人在田间地

头也‘禁烟’了，村里负责禁烧的

干部也主动当起秸秆清理员。”

温县祥云镇村村民王国庆一提

起禁烧，话匣子便打开了。

今年三秋期间，全省发布着

火点 16处，焦作市没有一处，实

现了“零火点”的禁烧目标，为打

赢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

了突出贡献；玉米秸秆还田 172

万亩、青贮58.2万吨，秸秆综合

利用率在95%以上；农民群众由

“不敢烧”到“不愿烧”，在农村形

成了全民禁烧的浓厚氛围。

焦作

引资打造一流驾管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郭树勋）连日

来，位于市中原路南端、长济高速
焦作东出口附近的市海源机动车
辆综合服务中心接连迎来两批考
察调研评比团队，一批是省公安厅
交管局组成的全省车驾管考察评比
团，一批是公安部交管局组成的车
驾管调研考察团，他们分别以“全省
最大，一站式服务最优”“全国一流，
一院式办结设施最全”等被给予高
度评价。该中心为何受到如此高的
评价？

三年前，办理车驾管业务的人
大多都经历过考试难、检测难、办证
难。焦作市公安局党委在深入调研
后，施行了东、西、南三个服务区建
设的方案，总投资突破3亿元。

钱从哪里来？单靠财政投资
力不从心。在焦作市委、市政府的
支持下，市公安局党委决定大胆引
入社会资本。市海源机动车辆综
合服务中心揭榜应招。海源公司
借鉴了公安部表彰、奖励过的19个
地市级车管所的成功建设经验，结
合焦作实际，高规格设计出博采众
长的车辆综合服务中心。从 2013

年 8月到 2014年 9月，该中心共完
成一期建筑面积 13.34 万平方米，
累计完成投资 1.3 亿元，具备全部
运行条件。

该中心建成后，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车管所作为主导部门率先
进驻。新建考场考试由过去的一个
考场全年各科目考试学员 15万人
次，提高到现在 3个考场全年各科
目考试学员73万人次，全市考场考
试能力提高了近5倍。新建检测线
数量、速度增加 3倍多。如果群众
在网上预约，被检车辆可以直接开
上预留的检测线，20分钟办结全部
检测业务。

目前，该中心已经形成了以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为依
托，以国税、地税、工商、银行、保险、
牌照厂等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公众
服务部门为支撑，以海源机动车安
全检测具体业务为龙头，为群众提
供从购买新车到税费缴纳、入户上
牌，从驾驶员报名体检到考试取得
驾驶证以及二手车交易过户等一站
式服务。群众“足不出院”就可办理
车驾管的各项业务。6

“9月10日，市委书记王小平调研
‘污染围城’集中整治工作时，曾强调
要做好秋季秸秆禁烧工作，力争不着
一堆火、不冒一处烟。”焦作市农业局
局长、市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指挥部
办公室主任王国建说。

之后，王小平多次对大气污染治
理和禁烧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必须从
严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市
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多次听取禁烧
工作汇报，并对禁烧工作提出明确具
体严格的要求。主管副市长王建修，
经常深入一线明察暗访，现场协调解
决问题。

王国建介绍，焦作各县（市）区成
立了由党委书记任政委、行政“一把
手”任指挥长的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
指挥部，建立了党政同责、合力推进的
领导机制，制订了《焦作市秋季秸秆禁

烧攻坚战工作方案》和《焦作市秋季秸
秆禁烧督查工作方案》，细化各项禁烧
工作措施。各县（市）区向市政府递交
了目标管理责任书，县乡村通过逐级
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工作任务，压实
工作责任。

实行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
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逐级分
包责任制。同时，采取设立固定观测
点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密监
控，严防火情，在全市形成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管理体制。全市共设
立禁烧观察点3200多个，出动巡防队
员1.9万人。

全市共组建临时消防组织 1261
个，准备应急消防车 552 辆，车上配
备了铁锹、扫帚等灭火器具，确保一
旦发生火灾，能够及时发现、迅速处
置。

□杨法谊

谢伏瞻同志在省第十次党代会

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现代农业目标，

吹响了河南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

省转变的号角，各行各业都要振奋

精神、勇于担当，焦作农业也要为焦

作市早日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在中

原崛起中更加出彩再建新功。

继续搞好粮食高产创建。多年

来，通过新品种的引进、高产示范户

的培养和栽培技术的创新等，我市

粮食高产创建连年捷报频传，粮食

总产实现“十三”连增。“突出发展优

质小麦，促进粮食绿色高产高效”，

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心。我们应

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外引内创，

积极推广优质品种，发展订单农业，

将高产集成技术全面落实到户，落

实到田，让高产焦作、优质焦作响亮

全国。

加大调整产业结构力度。在保

证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有针对

性地出台扶持政策，在机械、水利、

仓储、植保等方面对发展现代农业

的主体给予补贴，尤其要以国家级

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为契机，积极

发展休闲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农业、

创意体验农业等，引进一批起点高、

规模大、特色鲜明、生态环保的现代

休闲农业示范园区，努力提高单位

面积的土地收益，实现土地效益最

大化，推动焦作现代农业再上新台

阶。

全力抓好高标准粮田建设。统

筹各行业资金，查漏补缺，集中打造

高标准粮田，使农田基础设施再完

善、再提高，下一步将出台统一的高

标准粮田设施管护办法，进一步完

善和落实管护责任，形成长效机制，

确保高标准粮田设施可持续性发挥

效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农

业跨越式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加快发展产业化龙头企业。进

一步服务好伊赛、大用、栗子园等龙

头企业，使它们做大做强、上档升

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品牌建

设，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快培育以

云台冰菊为代表的农业产业新亮

点，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争取

打造一个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

高效益的产业龙头，吸引更多的农

村劳动力参与其中，让更多的农民

变成股民、变成工人，进一步提高农

民的年均纯收入。

全面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以

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活动为

载体，积极推广绿色增产模式，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大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信息平台建设，完善检测

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

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过程监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绿色与安全”。6

（作者系修武县农业局局长）

助力“第一方阵”
实现农业担当

学习党代会精神 助力“第一方阵”

传 真

聚“焦”

“秸秆焚烧不可取，浪费资源真可
惜，土壤生态不平衡，污染空气火灾起！”
记者采访时，与小学生聊起禁烧的事儿，
学生们朗朗上口地背起了禁烧口诀。

武陟县大虹桥乡村民张军强提起
今年的禁烧，却是两个字：特严！“不准
点一堆火，村里大喇叭从早到晚不停
广播，村干部挨家挨户讲政策、发传
单，学校也让签了‘大手拉小手’承诺
书，这阵势太厉害了……”

焦作市县两级通过广播、报纸、电
视、网络等媒体，乡村通过发放“致农
户的一封信”，在主要路段、街道、田间
地头悬挂宣传横幅、彩旗、张贴标语，
出动禁烧流动宣传车等方式，宣传禁
烧工作的意义、做法和事例，以及焚烧
秸秆所应负的法律责任，形成立体交
叉的禁烧宣传网络。

据统计，全市共进行电视宣传620
多次，报纸宣传 30余次，出动宣传车
1600多辆，张贴标语27.2万条，悬挂横
幅2.1万面、彩旗10.8万面，发送禁烧
短信、微信20余万条。通过深入宣传
发动，让禁烧工作深入人心，使禁烧的
有关规定成为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

焦作通过引导采用秸秆机械粉碎
还田技术，做到还田和深耕配套实施，
确保还田质量和整地效果。同时，积
极推广剥皮摘穗型玉米收获机，大力
实行玉米光穗出地，玉米苞叶实现了
就地粉碎还田，今年出地玉米苞叶较
往年减少三分之二左右。

示范区苏家作乡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对全乡玉米苞叶实行市场化
商业化清运，指定专业保洁服务公司
每天清运玉米苞叶。同时，依托蒙牛
乳业等龙头企业，积极开展玉米秸秆
青贮，重点推广秸秆饲料加工调制、全
株玉米青贮等先进实用技术。

沁阳市通过召开秸秆集中掩埋现
场会和秸秆禁烧“放心路、放心村、放心
区”创建，每个村街根据实际建立2—4
个苞叶掩埋点，引导广大群众对苞叶进
行集中掩埋处理，消除安全隐患。

本着对人民负责、让群众满意的执
政高度，焦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前所
未有的措施、前所未有的力度，全力以赴
打赢了秸秆禁烧这场硬仗，让人民群众
拥有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为打赢
大气污染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6

凡被省环保厅通报 1处着火点，
在省政府扣拨着火点所在县（市）区
财力 50 万元的同时，焦作市政府再
追加处罚 50万元。凡被市秸秆禁烧
办公室确认的焚烧行为，按每堆 5万
元 处 罚 ，并 对 焚 烧 个 人 处 罚 500
元—2000元。

这是今年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和全省秸秆禁烧攻坚战的新要求，
以焦作市委市政府两办下发的《关于
对焚烧行为进行经济处罚及执纪问责
的通知》（焦办〔2016〕37号）文件。

同时，由焦作市委农办、环保局、
农业局、农机局、林业局、移民局、调水
办等部门 1名县级领导干部任组长，
市直单位14名科级干部为成员的7个
督查组。采取分包县（市）区、三天一轮
换的办法，全天候、全方位、分区域对各
县（市）区禁烧工作进行巡查暗访。

焦作市农业局副局长、市秸秆禁
烧及综合利用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石
家富介绍，督查期间，本着“有烟必查，
逢火必罚”的原则，做到不放过一处
烟，不瞒报一把火，发现火点一查到
底。

各县（市）区抽调人员成立秸秆禁
烧督查组、巡逻队，深入田间地头，坚
守一线，以区域或地块定人，保证秸秆
禁烧工作全覆盖、无遗漏、无死角。

石家富说，今年秋季，焦作市在秸
秆禁烧区域安装的监控、预警“天眼”，
是河南移动通信公司开发的“蓝天卫
士”信息平台，这是“互联网+”模式在
秸秆禁烧工作中的最新应用。该信息
平台利用遍布城乡的手机基站，安装
高清摄像头对农田秸秆焚烧情况进行
监测，发现火情及时发出预警，可随时
通过电脑或手机查看。

“一个摄像头能看到 1万亩左右
的范围。”焦作秸秆禁烧指挥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他们专人 24小时值班，只
要系统扫描到疑似火点就会自动报
警，他们可以立即360度旋转镜头，拉
近镜头画面进行分析，迅速通知所在
网格的乡镇干部赶赴现场处置。

全市已开通“蓝天卫士”视频监测
点 228 个，实现了重点区域全覆盖。
三秋期间，各地通过“蓝天卫士”监控，
共发现秸秆焚烧隐患 221处，均得到
快速处理，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设立禁烧观察点3200多个
临时消防组织1261个重视

1

“最严禁烧”+“蓝天卫士”
防患于未然创新

2 疏堵并举抓禁烧
综合利用效果好给力

3

禁烧条幅悬挂在田间地头

玉米青贮作业 自由飞翔 摄

12月5日，孟州市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到候庄滩区莲藕种植园，
检查农排台区、线路和农户莲藕池排水用电安全，向藕农宣传安全用电知
识，帮助农户搬运丰收的莲藕，全力服务藕农用电安全。6 党娜 摄

孟州市供电公司

认真排查 保藕农用电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