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地方观察/专题│232017年4月19日 星期三
统筹 尹红杰 杨晓东 孙勇 组版编辑 李晓舒

早在 2015年，为把“生态鹤壁”这个品牌
叫得更响，鹤壁市实施了“三城联创”“三河
整治”和“五五行动”。“三城联创”是指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三河整治”是指淇河、汤河、卫河的整治
提升；“五五行动”是指“五林共育”“五边共
美”“五水共治”“五气共管”“五节共推”，以
此实现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
的目标。

今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以来，鹤壁
市立即组织起草了《关于打赢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等“1+1+8”的总体方案，明确了
全市水污染防治目标任务、时间表和责任清
单，计划实施 14个水污染防治项目，预计总
投资 5.69 亿元，包括 7个污水处理新建扩建
及管网配套工程、3家企业污水治理项目、2
个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规范化建设项目、1个汤
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和 1个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项目实施后，年可减排化学需氧量
5622吨、氨氮533吨。同时，将淇河、卫河、汤
河等 4条河流分解成为 7个攻坚单元、13个
重点工程和 10个监测断面，全面开展地表水
环境治理；对市区 4个黑臭水体开展两大整
治工程；对全市 29个农村村庄开展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对南水北调干渠沿线的 34个畜禽
养殖场和养殖户进行整治、搬迁和关闭，保护
干渠水质安全；对市、县、乡镇三级 11个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进行规范化管理，保障群众饮
水安全。

其中，紧紧围绕淇河、汤河、卫河流域治
理，以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和河道综

合整治为重点，大力实施水污染防治和河流
清洁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总投资 6亿元的汤
河综合整治项目，目前已完成部分堤防护岸、
河道清淤工程，正在进行故县湿地、红旗桥湿
地建设等。卫河治理重点加快推进淇县、浚
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完善配套管网建
设。按照省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要求，
2017鹤壁市应完成 3个重点项目，分别为淇
县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浚县黎阳污水处理
厂扩建项目和浚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目
前浚县黎阳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已经建成，
正在调试，其他2个项目均按照时间节点稳步
推进，预计年底前可建成投运；浚县新镇污水
处理厂等14个项目2018年底前完成，目前已
经全部开工建设。

在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市政府成立了城
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整治
方案，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按照方案要
求，鹤壁市加快推进总投资约 11亿元的新城
区水系生态治理工程（护城河、棉丰渠、二支
渠及其南延、四支渠、天赉渠）；老城区加快汤
河、泗河综合整治和羑河专项治理，确保今年
9月底前市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浚县、淇县
将于本月底前全部完成县城黑臭水体排查和
建档工作，于9月底前全部完成黑臭水体的截
污纳管、垃圾清清理工作。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 5个省控
责任目标断面第一季度达标率为53.3%，饮用
水取水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淇河水质继
续排名全省第一，汤河水质全省排名较 2015
年年底前进21个位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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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

太行巍巍，淇水悠悠；河山

在望，钟灵毓秀。鹤壁，这个因

“仙鹤栖于南山峭壁”而得名的

诗意之城，因太行而厚重，因淇

水而灵动。长期以来，鹤壁市把

建设生态之城作为城市第一定

位，持续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

建设上使真劲、出实招，始终坚

持全域生态理念，切实做好绿色

循环低碳发展三篇文章。去年

10月，鹤壁市第九次党代会明

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生态文明、

活力特色、幸福和谐之城”，其

中，生态文明再次置于“品质”三

城建设的首位。

鹤壁市是国家森林城市，

2016年森林覆盖率32.6%、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8.58 个百分

点，城市绿化覆盖率39.6%、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1.94 个百分

点。鹤壁市还是全国首批循环

经济试点市和示范市、国家节能

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市、全国

首批中美低碳生态试点市、全国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市、全国生态

旅游示范市、全国可持续发展实

验区。2015年以来，全市共实

施循环经济项目 39个，累计完

成投资 34 亿元，完工项目 14

个；节能减排已投入资金 48亿

元，规划实施项目88个，已完成

42 个；海绵城市建设总投资

32.87亿元，共实施六大类317

个项目，目前已完成规划项目

116个，在建项目80个，累计完

成投资11亿元。可以说，鹤壁市

的主要生态指标一直位居全省

全国前列，秀美河山是鹤壁人引

以为傲的宝贵财富，生态环保理

念在每一个鹤壁人心目中浸润

日久，牢不可破。

2016年下半年，随着雾霾天气在中国北
方地区大范围爆发，鹤壁，这座生态宜居、环境
优美的城市，环境指标急剧下滑，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由上年的237天下降到204天，虽然高
于全省年均水平8天，但仍未达到省下达目标
要求。PM2.5、PM10虽与全省平均水平持平，
在我省通道城市中居于前列，但和上年相比不
降反升。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市委、市政府
认真反思，深入研判，综合分析，查找原因，认
为除了满足于环境基础好、目标高不容易达
到、位于通道城市难以独善其身的客观原因
外，也有自我感觉良好、压力不够、部分责任落
实不到位的主观原因。痛定思痛之余，鹤壁市
委、市政府不怨天、不尤人，咬紧牙关、鼓足干
劲，决定打一场精准施策、科学应对、全力以赴
攻坚的翻身仗。为此，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高
规格的攻坚战指挥部，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
任指挥长，8位市委常委、副市长任副指挥长，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常务副指挥长，33个
市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统筹推进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

2017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市委书记、
市长分别带队到重点项目施工工地和重点企
业，强调要严格按照环保规定进行施工和生
产。3月 2日，省大气污染防治推进会后的一
个月时间里，鹤壁市连续 5次召开全市大会，
强力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市委书记范
修芳多次强调，“大气污染已成为影响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和潜在风险隐患，
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好，我们就无法向省委、省
政府交代，无法向全市人民交代！”“各级各部
门一定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深刻认
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
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
为主动，变挑战为机遇，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
系，做到两个战役一起抓，一起赢！”市长唐远
游多次亲临县区一线、深入工矿企业，明察暗
访，调研督导，强调要“硬起手腕打击各类环保
违法行为”“该整改的抓紧整改，该追责的严肃
追责”“不断巩固提升治理工作成效”。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史全新协调调度、多方筹措，全
力保障环保资金投入，同时强调要“认真落实好
国家强化督查组交办的问题、许甘露书记八项
工作要求”“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层层传导压
力”。分管副市长胡润身对于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亲力亲为，周研判、月总结，紧盯死守，日夜在
岗，确保攻坚战不走过场，不发虚招。

为严格督导，形成威慑，鹤壁市委、市政府
建立了市综合督查、行业专项督查、县区属地
督查的三级督查机制。5名市委常委和3名副
市长分别分包 5个县区和 3个功能区。抽调
25名专职人员组成 5个现场督查组，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全域督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督办
整改；专门成立了市纪委监察局牵头的综合督
察组，督促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落实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职责。3月 4日，唐远游在全市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上再次强调，市综合督查
组要对连续发生环境污染问题的县区，要对县
区主要领导追责，党政同责来追，县处级领导
的追责力度一定要再加强，以起到杀一儆百的
作用；对该发现没有发现被上级督查暗访发现
的，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对企业的违法
违规排污问题要强化综合执法和处理追责，特
别是对屡查屡改、屡改屡犯行为，恶意环境违
法行为，顶风违规组织生产行为，坚决实行“零
容忍”，不能仅仅是经济处罚，要加大法律、组
织、行政方面的处罚力度。按照最严格的上限
进行处理。截至目前，鹤壁市已对130人实施
问责，其中县处级干部6人。

按照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
长许甘露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讲话精
神和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要求，鹤壁市先后制订了《2017年加快推进燃
煤散烧治理实施方案》《全面整治“小散乱污”
企业实施方案》《2017年扬尘治理工作专项行
动方案》等 10个专项方案，明确了“三治本三
治标”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切实把省委、省政
府精神落到实处。

在“三个治本”方面，一是加快推进城市集
中供热供暖。在城市建成区内新增集中供热
面积 300万平方米，努力扩大集中供暖面积，
目前完成新增20万平方米。在城市集中供热
未覆盖区域，加快实施气代煤、电代煤供暖，确
保10月底前完成6万户以上电代煤、气代煤工
程建设。此外，今年 9月底前，全市建成区内
严禁新建分散燃煤锅炉。在未实现集中供热
区域加快供暖管网延伸，优先发展集中供热。
在供热管网无法覆盖或未接入区域，按照“宜
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全市完成“电代煤”

“气代煤”改造 6.15万户以上，其中，1万户以
上农村居民永久性实现厨炊电气化。二是彻
底整治“小散乱污”企业。按照“全面排查、分
类整治、依法依规、限期到位”的要求，依法整
治取缔全市“小散乱污”企业，扶优限劣，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清洁生产和依法治理污
染，消除环境安全隐患。截至 4月上旬，全市
已排查“小散乱污”企业586家，均建立台账，
明确整治责任人和时限，已按照“四到位”（断
水断电、清除设备、清除原料、吊销执照）标准
取缔 268家。三是加快推进农村洁净型煤替
代。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建成

洁净颗粒型煤实际供应、配送能力，在不具备
“煤改气”“煤改电”条件的乡村地区，全面实施
洁净颗粒型煤替代散煤。严打违规散煤经营，
彻底取缔禁燃区内散煤经营户，依法规范禁燃
区外散煤经营行为，对经销劣质散煤和经营行
为，一律按上限予以处罚。

在“三个治标”方面，一是强化扬尘污染管
控。强化源头管理。建立施工工地开复工验收
制度，明确工地复工条件，达不到“六个百分之
百”扬尘防控措施的工程坚决不能施工。强化
全过程管控。每个工地必须实行监督员、网格
员、管理员“三员”现场管理制度，目前158个施
工工地已有110个工地落实到位，149个建筑
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控监测设备，126个已与
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二是强化工业污染源
排放管控。实施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强化重点
时段排污许可管理，加强涉气工业污染源排放
管控。对水泥、粉磨站、铸造、砖瓦窑、炭素企业
实施采暖期错峰停产，对化工企业按应急管控
要求实施限产措施，对以煤为燃料和以清洁能
源的企业区别对待，鼓励企业主动提前实施清
洁能源改造。对未按要求落实停产、限产措施
的企业，依据排污许可进行高限处罚，实施限时
断电。三是强化现场管控。建立完善全市
1023个环境监管网格，每个网格实行网格长、
网格员、巡查员、监督员“一长三员”制度，明确
各级网格体系与人员职责，建立网格监管运行
机制，实行网格考核评价，真正做到“定点、定
人、定岗、定责”。全面实行重点企业驻厂监管
制度，对列入管控清单的重点企业和存在环境
违法记录、未安装在线监控的重点涉气企业，按
照每厂2人的原则，实施驻厂监管，看死盯牢。

鹤壁市委、市政府清醒认识到，治理雾霾
是一场全民运动，在这场“持久战”中，没有谁
可以置身事外，因此，只有发动群众参与防霾
治霾，才能达到最优效果。在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开展伊始，市委、市政府就在《鹤壁日报》、
鹤壁电视台等市主流媒体开设《“一把手”访
谈》《大气攻坚战专栏》和《典型案例曝光台》，
利用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微博等，大力宣传
报道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在广大农村和社区利
用宣传车、标语横幅、橱窗板报等载体，大力宣
传烟花爆竹禁放、秸秆垃圾禁燃、散煤禁烧和
环保低碳生活等环保知识。邀请专家成立环
保宣讲团，深入县区、乡镇、街道办开展宣讲，
营造了全民治污的良好氛围。鹤壁市环保局
还组织了“守护碧水蓝天共建生态之城”活动，
发动市民进行“随手拍”，对于一些违法违规事
件，一旦接到举报即严肃处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双禁”工作期
间，鹤壁市公安机关共投入警力2.2万余人次，
动员各级干部、环保志愿者共29万余人参与，
实现了全市两县六区“双禁”区内烟花爆竹“零
销售、零燃放”的优良成绩。传承1600余年的
浚县正月古庙会，以往是鹤壁市燃放烟花爆竹
最集中的地方，今年庙会期间，没有一人燃放
烟花爆竹，全市消防队近 10年来首次未接到
火情报警。特别是正月十五、正月十六，在扩
散条件不理想、周边城市轻度或重度污染的条
件下，由于各项管控措施落实到位，鹤壁市的
空气质量仍保持良好。

严格落实环境监管网格“一长三员”制度，
全市共划分各级网格1023个，其中，县区级网
格8个，乡镇级网格49个，村级网格966个，配
置各级网格长1023人。对全市1015个乡镇、

村基层网格再细化责任，要求每个网格长必须
掌握网格内有多少污染源，如何分布，谁来治
理，措施是什么，一一列出台账，挂图作战，确
保每项工作可检查，可考核，能追责。目前，鹤
壁市对县区、县区对乡镇、乡镇对村（社区）逐
级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每家每户都签订了环保
承诺书。此外，市政府投资3000余万元，聘请
专家团队，对全市重点区域、居民区、乡镇农
村、建筑工地等进行网格化监测布点。目前，
全市网格化精准监测与决策支持系统82个固
定点位设备安装已全部完成，大数据中心平
台、手机APP系统已经就位，可以通过电脑和
手机实时查看全市监测站点空气质量数据，实
现动态源解析和预警预报。

经过不懈努力，今年一季度鹤壁市优良天
数达到40天，在全省排名第五，在全省7个通
道城市中排名第一；PM2.5 平均浓度 102 微
克/立方米，在全省排名第十，在全省7个通道
城市中排名第二；PM10平均浓度164微克/立
方米，在全省排名第十三，在全省 7个通道城
市中排名第四。

特别是3月份以来，鹤壁市空气质量迅速
改善，扭转了不降反升的局面。3月份鹤壁市
优良天数21天，全省排名第二，比去年同期多
6天，比全省平均多 4天；PM2.5 平均浓度 59
微克/立方米，全省排名第一，比去年同期降低
20微克，比全省平均低13微克；PM10平均浓
度115微克/立方米，全省排名第四，比去年同
期降低59微克，比全省平均低9微克。4月 5
日，环保部发布的 3月份京津冀及周边区域

“2+26”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中，鹤壁市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6.18，在 28个城市中排
名第三，成绩显著。

紧咬牙关 知难而上 痛下铁腕治雾霾

精准应对 严格执行“三治标三治本”

全民动员 人人都是参与者和受益者

“水”“气”共管 着力打造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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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第三届中国（鹤壁）樱花文化
节期间，鹤壁市樱花烂漫，花红柳绿，前来赏
樱的游客络绎不绝。图为鹤壁市新世纪文化
广场 赵永强 摄

鹤壁市淇河生态旅游区鹤壁市淇河生态旅游区———七里沟—七里沟 管俊卿管俊卿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