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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回眸

□本报记者 赵力文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攻坚战。
近几年，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蓬

勃发展，但同时大气污染形势严峻，
出现了“三个持续”的局面：环境监测
污染指数持续上升，污染浓度在全国
排位持续靠前，一些城市环境质量持
续恶化。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和
潜在风险隐患。

警钟敲响，形势危急！
“中央严肃批评，社会非常关注，

群众反映强烈”。如果不下大力迅速
扭转这种持续恶化的严峻态势，将直
接威胁生态安全、危害公众健康、影
响投资环境、玷污河南形象。

为贯彻中央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着眼于全省长远发展大局，省委、省政
府做出了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重大决策部署，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列为2016年度“三大攻坚战”之一。

我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如磐
石的信念、滚石上山的毅力，实施精准、
精细、精确的科学治污举措，掀起一场
众志成城、攻坚克难的大气治理风暴。

立攻坚之纲
织密防治制度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
战略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
署，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
设，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设立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省以下环保机构
垂直管理等一系列举措渐次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发展
的路子越走越窄，大气治理刻不容缓。

2016年 7月 4日，省委、省政府
召开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动员
大会，打响向雾霾宣战的发令枪。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和相关省
厅负责人，向省政府立下大气治理

“军令状”。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是

事关河南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
题，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
程，是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协调发展的重大工程，也是必须坚决
完成好的重要政治任务。”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讲话掷
地有声。

“要认清形势，下定决心，坚决打
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省委副书
记、省长陈润儿说，“只要我们拿出壮
士断腕的决心，下猛药、出硬招，就一
定能改善空气质量，实现蓝天常在。”

治什么？怎么治？谁来治？
省委、省政府制定了“1+6+7”的

“攻坚之纲”。“1”是关于打赢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6”是党政同

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网格监管制
度、排污许可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目
标考核制度等 6个保障文件，“7”是
聚焦扬尘、工业大气、燃煤、挥发性有
机物、黄标车和老旧车、秸秆焚烧等
重点污染源治理和重污染天气应急
应对的7个专项攻坚方案。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领导干部
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硬杠
杠”。考核不合格地区将被一票否决、
区域限批，颗粒物浓度年度均值超过
上年平均值，每超过1微克罚40万元。

针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等
四类主体，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 34
种具体追责情形，其中规定“对造成
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害的，责任人不论
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
终身追责。”

省环保厅等多个部门分别出台
了7项扬尘污染防治技术标准；省公
安厅出台关于治理黑加油站及治污
的法律参考；省质监局出台了民用洁
净型煤标准及抽查实施细则。

这一系列文件成为大气污染防
治的基础性制度，也是攻坚战的行动
蓝本。

聚攻坚之力
形成共治大格局

大气污染防治涉及多个领域、多
个部门、多个地区，只有齐抓共管，协
调联动，才能合力攻坚。

省政府决定成立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领导小组，由陈润儿担任组长，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许甘露，
副省长赵建才、王铁、张维宁担任副组
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许甘露兼
任办公室主任，省发改委、省工信委、
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国土资源厅、
省环保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水
利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政府督
查室等单位有关负责人组成办公室成
员，办公室设在省环保厅。

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协调推进机
制，对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日调
度、旬通报、月评比制度，倒排时间，
挂图作业，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
题。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能，建立完
善了协作推动机制。

省委、省政府领导身体力行，以
上率下。谢伏瞻多次主持召开常委
会、专题会，听取治污攻坚汇报强调，
要一手抓大气污染防治，一手抓经济
社会发展，相互促进、不可偏废。他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全力推
动治污工作全面落实。他还深入三
门峡、鹤壁、开封等多地检查督导。
陈润儿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及时研
究解决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发现
的突出问题，3次召开全省推进会，
持续推动工作向纵深发展。他还多
次带队深入郑州、新乡、焦作等重点
区域明察暗访，检查督促治污重点工
作。许甘露13次主持召开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推
进工作落实，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
整改。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的有关领导也都多次指导推动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落实。

省人大制定了关于坚决打赢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省政协组织
4.3万余名各级政协委员开展专项监
督。省纪委严肃查处大气污染防治领
域“懒政怠政、为官不为”失职渎职行
为。省委组织部牵头制定党政同责制
度、责任追究制度。省委宣传部动员
各级宣传部门全力做好宣传报道。省
委统战部动员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
势，助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各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也都
成立了主要领导挂帅的攻坚领导机

构，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
层层签订责任书。同时，各地各部门
普遍建立了例会、督察、约谈等工作
机制，推进各项攻坚措施落实。

各大媒体全方位宣传党委政府
决策部署、曝光违法行为和反面典
型，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理
念。广大人民群众热情参与，全面配
合，对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环境污染问
题积极监督、及时举报。

全省上下形成了党政同责、齐抓
共管、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的大格局、
大氛围。

破攻坚之难
精准治理污染源

突围“十面霾伏”并非易事。雾霾
成因复杂，涉及工业排放、燃煤散烧、
机动车排放、施工扬尘、秸秆焚烧等多
领域污染源，地理、气象、跨区域传输
等各种影响因素。我省面临着建筑工
地多、工业结构重、燃煤比重大、汽车
增长快、区域降水少等客观难题。

找到“病根”，我省抓住重点行业，
对症下药，精准、精细、精确治理，全面
摸排并梳理出七大类24个分项65.7

万个污染源，突出问题导向，紧抓重点
源头，点中大气污染“命门”，采取“六
控”和“冬防”措施，掀起雷霆风暴。

——“控尘”。开展建筑施工扬
尘专项整治行动，对全省 1.23 万家
不达标的在建项目工地实行“休克疗
法”，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管控
措施，共处罚 1286 个工地，罚金
5152万元。推动城市管理逐渐由粗
放式向精细化转变，严格按照“以克
论净”要求，实施道路保洁和机械化
清扫，省辖市快速路、主次干道机械
化清扫率均达90%以上。

——“控煤”。全面开展燃煤散
烧整治行动，强化查禁与改替同步推
进。查办案件 99起，依法取缔无证
无照散煤销售点3570个，有力截断
劣质散煤流通渠道。在全省推动电
能、天然气替代煤工作。2016年，气
代煤使用量近 3500 万立方米，比
2015年增加 2000万立方米。安阳
洁净型煤形成产能96万吨，焦作、鹤
壁、新乡均已规划洁净型煤产能。

——“控车”。全力围剿黄标车、
老旧车、渣土车。对所有黄标车、老旧
车逐一登记，全面禁止在高速公路、国
省道、县乡道路行驶。集中开展黄标
车、老旧车拆解销毁专项行动，全省共

查扣追缴2014年以来上报淘汰仍在
道路行驶的黄标车、老旧车17.6万辆，
淘汰44.7万辆，超额完成任务。组织
异地用警夜查，共查处工程运输渣土
车各类交通违法1.7万起。

——“控油”。全省集中开展整
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共查封取
缔“黑加油站点”1.169万家，查扣油
品 4858 吨，拆除加油机 10741 台。
科学合理布点，新投入运营加油站
838 个，今年年初可新投运加油站
2234个。全省提前2个月推广使用
国V油品升级。

——“控排”。突出重点治理，全
省在运143台5619万千瓦燃煤发电
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改造，68台
218.5万千瓦地方自备燃煤发电机组
已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比国家要求时
间提前了 2年多。对完成超低排放
的机组，给予每度电0.5分钱超低电
价、增加基础电量200小时和排污费
减半的奖励。各地超额完成3492台
10 吨以下燃煤锅炉拆改。全省共
3665台（套）工业窑炉、砖瓦窑炉、水
泥粉磨站等工业大气排放设施全部
如期完成提标治理。全省 534 家
VOCS治理任务全部完成。

紧紧围绕“小散乱差”企业和“垃
圾围城”“堆料围城”“冶炼围城”“废
品围城”“涂装围城”等突出问题，全
面开展集中整治，对不符合环保要
求、限期治理不到位的10509家企业
一律取缔。引导企业走绿色发展可
持续路线，实现了环保经济双赢。通
过集中整治，郑州市腾出建设用地
8000多亩；焦作腾出土地 5552亩，
规划建设48处景观游园。

——“控烧”。强化五级秸秆禁
烧网格化管理，使用蓝天卫士监控系
统，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对秸秆
焚烧实行“一烧双查”“一烧双罚”。
继续实施经济处罚，每出现一个着火
点，直接扣拨相关县（市）区财力 50
万元。2016年夏收、秋收期间的火
点数同比减少94.8%，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到 85%以上，实现了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的历史性突破。

——“冬防”。受不利扩散气象
条件影响，入冬之后重污染及以上天
气极易发生。我省成立冬防指挥部，
制定冬防方案，实施错峰生产。经过
专家科学研判，我省先后多次启动黄
色、橙色、红色应急响应措施，以“保
生活、停生产、缓生产”为原则，对重
点污染企业、施工单位实施 24小时
驻厂、驻点监管。持续开展零点夜查
行动，监督企业、工地落实管控措
施。采取人工降雨，最大限度减轻大
气污染。

我省还为大气治理安上“慧眼”，
借助“最强大脑”。2016年验收通过
46个省辖市建城区加密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站、新建 260 个县级监测站
点。在郑州、安阳、新乡建成雷达观
测系统，初步实现了北部污染通道的
立体观测。建成河南省区域空气质
量预测预报系统，研发本地化数值预
报模型和手机APP软件，聘请了中
组部“千人计划”PM2.5特别防治小
组的专家团队，进一步完善了环保、
气象每日全天候会商机制。

综合施策，强化长效机制，我省
大大提升了大气污染治理能力。

强攻坚之责
创新机制抓落实

治污不是额外任务，而是应尽之
职，且责无旁贷。

我省建立由“查企”向“查企与督
政并举、以督政为主”转变的环保督察
新机制，层层传导压力，倒逼责任落实。

环保、公安部门分别抽调业务骨
干，组成10个环保联合督察组，会同
1000名警校学员，实施不间断明察
暗访。由 34 名厅级领导带队组成
56个专项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突
出督政督责，开展行业督导。

各地普遍建立了“四大班子”领
导分片包干督导机制，实行属地督
察，层层传导压力；各县（区）及相关
部门也成立了督导机构，实施定人、
定位、定岗、定责，长期开展驻点督导
和驻厂监管，形成了省级综合督察、
县（市）区属地督察、部门行业督察的
立体式大督察格局。

省攻坚办对工作推进缓慢的 7
个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和60家企业环
境违法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批评，
对50家环境违法违规企业单位和大
气攻坚战存在问题较多的 9个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进行公开约谈。

各级党政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
从严执纪，重拳出击，严肃查处、通
报、曝光生态环境损害典型问题。全
省共查处大气污染防治领域违规违
纪突出问题 909个，责任追究 1499
人。其中，党政纪处分942人，组织
处理579人。

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对重点企
业、工地实施驻场监管，严厉查处环
境违法违规行为。攻坚战以来，全省
共立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4682起，
罚款金额4.4亿元，分别是2015年同
期的216%、520%。其中，查封扣押
628起、限产停产 269起、移送行政
拘留118起（122人）、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 56 起（63 人）、涉及违法企业
2505家。

言出法随，问责较真。通过严格
执法和问责，极大震慑环境违法违规
企业和懒政怠政部门单位。

赢攻坚之蓝
点亮美好新生活

战鼓催人急，号角励争先。
同呼吸，共责任，在这场治霾之

战中，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付出巨大
心血和汗水，河南一举扭转了一直以
来大气污染不降反升的被动局面，全
省大气环境质量得到了有效改善。

2016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
优良天数实现了既定目标，PM10平
均浓度持续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郑州市在全国 74个重点城市排
名中位列倒数第七位，较上年提升2
位（倒数第五）。主要反映在：

——PM10和PM2.5实现“双下
降”。2016年，全省PM10平均浓度
为128微克/立方米，与2015年相比，
下 降 7 微 克/立 方 米 ，降 幅 5.2%；
PM2.5平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
与2015年相比，下降7微克/立方米、
降幅8.8%。三年来首次实现“双降”。

——攻坚六个月成效显著。2016
年 7—12月份，全省PM10平均浓度
112微克/立方米，与上半年143微克/
立方米相比下降21.7%；全省PM2.5
平均浓度69微克/立方米，与上半年77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10.4%。

——全省优良天数明显增加。
2016年，全省优良天数为196天，与
2015年相比增加了13天；2016年下
半年和上半年相比优良天数增加26
天，被群众称为“攻坚蓝”。

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把良好
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攻
坚蓝”回应百姓关切，点亮美好生活。

攻坚战是一场持久战，“蓝天常
在”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
须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实现美丽与发
展同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幸福
感。③4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我

省生态文明建设不平凡的一

年。为了解决一亿人的“心肺

之患”，河南向大气污染“亮

剑”。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攻坚

战中，从农业大县到工业重镇，

从宁静乡村到繁华都市，无一

不在被考问着同样的问题：如

何让蓝天白云永驻，如何让美

丽与发展同行，如何让绿色理

念长留心中……

倡导公众保护环境，绿色出行

排查“小散乱差”污染企业

工业企业提标改造，减少污染物排放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