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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早，家住建业·森林半岛小区的市民
王娟都要陪着老人沿着龙源湖公园散步。王娟
告诉记者，如今焦作的空气变得更好了，早起散
步再合适不过。

记者从焦作市环保局获悉，今年以来，焦作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颗粒物浓度
有所下降，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环比上升，工业企业
日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呈现出了良好态势。

当随着冬季大气污染高发期的来临，焦作
面临着较大污染存量和不利气象条件的叠加影
响，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正处于污染指标“上顶”
和治理压力“下压”两股力量相持相争的阶段，
形势空前严峻。

焦作市副市长武磊分析说，根据气象会商
预测，今年冬季冷空气活动偏少、偏弱，降水量
与往年基本持平，气象扩散条件差，极易形成大
气污染。同时，据往年经验看，每年11月、12月
PM10、PM2.5浓度均会出现不同程度反弹。

“11 月 PM10、PM2.5、优良天数分别达到
134微克/立方米、94微克/立方米、13天；12月
分别达到 151微克/立方米、118微克/立方米、
10天。这是决战60天的目标。”武磊说，时间紧
迫、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希望全市上下一心，
奋力冲刺，全力完成年度攻坚目标，尽最大努力
为全市人民留住更多蓝天。

焦作：打响蓝天保卫战
□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11月 21日，周二，王召乡南住村村
两委会议室内静悄悄，沁阳市商工委主
任田拥军、王召乡党委副书记卫聚汇和
驻村第一书记石万清以及村帮扶负责
人正在开会，“这次蹲点日主题是宣讲
十九大精神，尤其是与贫困群众，一定
要重点宣讲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十九大
精神要点……”

集中学习结束后，他们分头行动，
深入贫困户家中，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
建议，了解群众生产生活诉求，想法帮
助解决困难问题。

每周二，这样的主题学习和行动雷
打不动。

今年9月，焦作市委市政府确定每
周二为全市扶贫蹲点日，要求各县（市）
区、各级领导以上率下，在蹲点日深入
分包联系扶贫村，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
出现的新问题，做到“上级扶贫精神明、
扶贫政策一口清、扶贫措施心里有”，让
贫困群众真正脱贫。

沁阳市积极响应，制定了“1347”扶
贫蹲点机制：“1”是围绕“三业五助一兜
底”一个体系；“3”是“突出精准高效、突
出扶志扶智、突出重点难点”三大原则；

“4”是“明确县级干部、市直机关帮扶单
位主要领导和帮扶责任人、乡镇（办事
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村级脱贫责
任组组长和驻村第一书记”四类任务；

“7”是做到“主题确定、对接部署、组织
学习、入户帮扶、碰头反馈、总结点评、
落实通报”七个到位。

沁阳市蹲点扶贫日活动开展以

来，“1347”扶贫蹲点机制发挥了重要
作用，帮扶人员蹲下去看，看到了问题
关键，站起来干，为贫困群众打开了脱
贫之门。

贫困户赵兢兢最近忙不停，带着自
己的创业小分队穿梭在周边村的大街
小巷。他的创业小分队成员全部是贫
困户，为周边村庄的红白喜事提供劳务
服务。“一天起码挣50元钱呢！”他高兴
地说。

蹲点日，帮扶人员与贫困户亲密接
触，找准了病症，开对了药方，发现了不
少致富的新门路。

南住村一些贫困户有缝制鞋帮的
手艺，沁阳市商工委积极争取资金，引
进了鞋帮缝纫加工项目，目前已进入设
备安装调试阶段，投产后可提供 45个
工作岗位。对于有专业技能的贫困户，
帮扶人员加强和人社部门的沟通联系，
及时获取就业信息，并第一时间在村里
发布。

理思路、出点子、找项目、办贷款、
争资金……蹲点干部一件件实事让贫
困户看到了希望，一句句实在话说到群
众心坎上。

贫困户杨欢庆、刘征兵、卢长军在
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办理了5万元到
10万元不等的贷款手续；全部贫困户都
参加了医疗保险；慈善协会为南住村文
化广场项目争取资金2万元……

放下“架子”，迈开“步子”，沁阳围
绕“三业五助一兜底”体系，实施“1347”
扶贫蹲点机制，扎实开展扶贫蹲点日活
动，真正让扶贫蹲点日变成了贫困群众
的“贴心日”“福利日”。8

扶贫蹲点日成贫困户“贴心日”

本报讯（通讯员 徐宏星）“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建设新时代的新农村”，
11月27日，在温县温泉街道觉世头村，
温泉街道文艺小分队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转化成群众耳熟能详的家常话，融入地
方戏、歌曲等形式，让群众听到散发着泥
土清香的党的好政策、好声音。

连日来，该县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开展
十九大精神集中宣传，让十九大精神进
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
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支
部、每一名党员、每一位群众。

深入推进理论宣传。该县各级党组
织迅速在全县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的热潮，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做表
率，采取封闭学习、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
合形式，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
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
断、重要举措，带动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把
十九大精神学到深处、用在实处。

广泛开展社会宣传。通过集中宣
讲、文艺演出、悬挂标语、图片展览、网上
征文等各类主题活动，对党的十九大召

开进行全方位多渠道宣传，营造浓厚的
社会氛围。在省道、城区主要街道、公
园、广场等显要位置，设置含有十九大内
容的公益广告牌。县直单位、乡镇、社
区、农村利用板报、广播、显示屏等载体，
展示（播放）十九大精神，做到家喻户晓、
入脑入心。

积极开展文艺宣传。该县宣传部
门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编排群众喜闻
乐见的宣传十九大精神的优秀文艺作
品，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县书
协、摄协等协会以书画展、摄影展等形
式展示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
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让老百姓看得
懂、能领会。

着力营造舆论强势。《今日温县》、温
县发布、县电视台开设专栏，及时报道全
县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好做
法、好经验。运用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平台，积极转发、解读有关十九
大精神的重点文章，运用新媒体的呈现
方式和表达形式，以身边人、身边事的形
式解读党和国家的政策，充分反映人民
群众对党的深厚感情，反映基层百姓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8

温县：

让干群学懂弄通十九大精神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是一场输不起的政治战、民心战。当前，焦作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正处于污染指标“上顶”和治

理压力“下压”两股力量相持相争的阶段，形势空前严峻。自11月4日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暨决战

60天动员会召开后，焦作上下全力以赴克难攻坚，以决战决胜的意志打一场漂亮仗，确保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年度目

标任务，扭转被动局面。

大事难事看担当，硬仗恶仗看领导。
焦作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特

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中当
好表率、冲锋在前。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承担起本辖区大气污染
攻坚的主体责任，党政“一把手”要担负起第一
责任人责任，亲自抓、负总责。

同时，各级环保部门要发挥好信息汇总、
监管执法和综合协调作用。各级各有关部门
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密切配合、主
动作为。各类企业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
的原则，严格达标排放，该关停的机组要坚决
关停，该淘汰的设备要坚决淘汰。

“通过完善督导考核机制、完善网格监管机
制和完善应急预警机制，实行问题倒推、时间倒
排、责任倒查，严格落实‘三个一律’，以史上最
严的问责倒逼决战 60天取得实效。”焦作市委
主要领导表示。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是全民战，必须集全
市之智、狠抓落实，通过引导群众自觉践行
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出行，共同建设美
丽家园。

“蓝天常在”非一日之功，必须久久为功，持
续发力。决战60天，怀川儿女头顶的蓝天才会
更多更美。8

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能退缩。
焦作结合实际情况和秋冬季气候特点，在

统筹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施的基础上，重
点加强燃煤污染、工业企业污染、扬尘污染和
机动车尾气污染四个方面的管控。

从污染源看，燃煤源对焦作 PM10 和
PM2.5 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26%和 28%，是
最大的污染源。焦作抓住进入寒冬期前的最
后一段时间，加快供热管网检修，加快推进

“煤改电”“煤改气”。强化企业燃煤煤质和散
煤销售动态监管，严查劣质散煤销售行为，严
格控制散煤复烧。

工业源对焦作 PM10 和 PM2.5 的“贡献
率”分别达到 17%和 23%，是第二大污染
源。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
求，11 月 15 日前完成焦作化解过剩产能任
务，确保把史上最严“停工令”执行到位。以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为契机，倒逼企业转型升
级、改进工艺，对高排放、高能耗企业要坚决
落实错峰生产要求，实施停排限排。严查

“小散乱污”企业违法私自排放，坚决防止死
灰复燃。

11月 15日至明年3月 15日期间，除重大
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外，其余工地要停止一切
土石方作业，施工工地必须经过住建部门审
批、必须达到“六个百分百”要求。深入开展渣
土车整治，加强车辆覆盖、清洗。要常态化开
展城市清洁行动，坚持每周五开展“全城清洁”
行动，严格实施“以克论净”考核。

强化尾气超标车辆管控，加大尾气抽检力
度，不达标的车辆要一律查扣，对燃油三轮车、
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等开展集中整治，燃油
超标的一律不得进入城区。

虽 然 进
入冬季，但云
台 山 景 区 依
然 吸 引 了 八
方 游 客 纷 至
沓来，进入11
月份，云台山
游 客 接 待 量
较 去 年 同 期
增长50%，呈
现 出 淡 季 不
淡的态势

段超 摄

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
让更多的蓝
天白云留在
焦作
赵林峰 摄

焦作市环保局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 石庆凯 摄 蓝天白云下的焦作城区一角 赵林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