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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广大企业家在为社会创造物质
财富的同时，积极履行环保主体责任和污染治
理责任，为生态环境好转作出了积极贡献。在
此，我们向您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

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是党的十九大
要求着力解决的突出环境问题之一，必须高度
重视。当前，我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形势
依然严峻，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和危
险废物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严重影响了大
气、水和土壤环境的改善成果，相关单位和人
员还将受到法律制裁。《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
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
以上的，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都将构成
污染环境罪；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
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严重
污染环境的，按照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明知
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
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
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各位企业家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
上，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我们共同的
责任！我们真诚希望所有企业家遵守环保法
律法规，坚决抵制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固体废
物和危险废物等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在企业
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
责任和义务，让您的企业和职工成为可持续发
展的推动者和河南生态环保事业发展的促进
者！我们将竭诚为群众服务、为企业服务，切
实强化执法监管，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
河南作出积极贡献。

党中央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治列为

“三大攻坚战”之一，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
踊跃参与，为生态环境改善作出了重要贡
献。产生于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固体废
物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处
置不当，会让污染防治成果功亏一篑，使天不
再蓝、水不再清、山不再绿，进而通过食物链
影响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水缸子。为让大
家都能吃上放心粮、喝上干净水、吸上清洁空
气，我们倡议：

一是要提高污染防范意识。随着经济社
会的高效发展，固体废物产生量日益增多，比
如我们周边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废物
和工业农业废弃物等，既有一般固体废物，也
有腐蚀、有毒、易燃、易感染和会发生反应的
危险废物。由于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引
发的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污
染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为减少危害，
让我们共同提高防范意识，不抛撒、不倾倒、
不接触，远离危险，守护安全。

二是要树立绿色生活理念。固体废物是
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比如废蓄电池、废机油、
废旧家电等，要防范其污染环境，就必须做到
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要从树立节约意识做起，自觉减少固
体废物产生；从分类做起，不随意丢弃，将有
利用价值的交给企业循环再生、变废为宝；将
有害的交给有经营资质的单位集中处置，减
少对环境的危害。

三是要增强遵规守法观念。《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要求，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对环境的污染；收
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
物。《刑法》规定，若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三吨以上的，将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
处置固体废物的行为，更不要以身试法，为了
蝇头小利随意处置固体废物或给非法处置固
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便利。

人人爱心献环保，明天生活更美好。为
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让我们一
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
滴做起，积极参与生态环境
保护，共建和谐美丽新
河南！

省环保厅
致全省企事业单位的公开信

省环保厅
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开信

□中国联合水泥
副总经理 刘宗虎

2014年秋末，我从
山东来到河南工作，惊
讶于河南欣欣向荣的发
展势头，感受到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进取心和紧迫感。
但也有让我意外的地方，那就是灰霾天气。四
年来，我目睹了河南环境逐步改善的过程，去年
冬季告别灰霾天，出现了多天连续的蓝天白云。

长期低壁垒高强度投资驱动方式的发展
造成了水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与环境
改善相结合才是出路。2015年开始，为避免
冬季污染物叠加，我们自行组织错峰生产，随
后成为政府主导的统一行动。

在中国联合水泥企业内部，我们秉承“善
用资源、服务建设”的核心理念，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超前行动，占据环保制高点。近年来，总
计投入3亿元进行绿色制造升级、绿色矿山建
设，着力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积极融入城市运
营的链条中，成为城市运营的重要一环，推进
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城市垃圾、危废项目，每
年处理各类固体废弃物100万吨以上，水泥生
产正向“绿色”突围。

在此，呼吁每个人行动起来，为建设天蓝
地绿水清的美好环境而奋斗。

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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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环保联合会会长
王争亚

“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是今年世界环境
日的主题，旨在强调公民
在享有良好环境权利的同
时，应尽到保护环境的责任。

其实，在环保问题上，每一个家庭与个人都
是大有可为的，譬如，为改善大气质量，城乡居民
应积极践行低碳出行方式自觉少开车或不开车，
尽量少放或者不放烟花爆竹，烧烤摊点油烟不无
序排放，农村地区不随意焚烧秸秆；为减少城市

“毒素淤积”，每家每户从垃圾分类做起，以实现
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为节约资源，每个
家庭、每个人都能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
做起。如果我们每个家庭和每个人都能尽到保
护环境的一份责任，那无疑将会产生环境保护的
巨大正能量。

生态环境既是普惠民生，更是需要全民参
与的事业。一方面，良好环境让每个人从中受
益，另一方面，好环境又需要大家共同去创造、
去呵护。每个人既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更
有共同维护环境的责任。任何时候，权利和责
任都是对等的、统一的。

愿我们每个公民都能积极投身到生态环境
保护的行列之中，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出自己
的一份力量。

□郑州大学环境经济政策规划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鲁冀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
态衰则文明衰。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
期、攻坚期、窗口期，“三期
叠加”对于底子薄、欠账多的我
省压力十分巨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态环
境保护仍然是我省建设美丽河南的突出短板。

我们在行动中，要坚决补齐生态环境保护
这块短板，努力做好各项工作，才能切实扭转生
态环境不利局面。

我们在行动中，要坚持“生态优先”的信念，
转变发展模式，全面开展转型升级，从“发展中
保护”转变为“保护中发展”，避免所谓“发展中
保护”带来的“真发展欠保护”，甚至“真发展不
保护”，实现发展与保护共赢。

我们在行动中，要坚守“生态环境红线”原
则，摒弃一切有损生态环境的行为，通过坚持不
懈的努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绿色生产方式、绿
色生活方式，建设满足生态文明要求的高质量
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协同推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我们在行动中，要坚定“美丽中国，从我做
起”的理念，每个公民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
为最终实现美丽河南美丽中国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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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环保局局长
胡建森

如何让天更蓝、水
更绿，作为一名环保局局
长，这是我的分内之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
系列贯彻绿色发展的政策制
度逐渐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
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
也为新乡的生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以来，新乡全市
上下共同奋战，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去年
以来，环境质量节节攀升，新乡市广大干部职
工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

中国正从源头上改变使用资源、能源的方
式，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我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场
涉及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变，也是为
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奋斗。

今年新乡生态建设标准更高、要求更严，
责任在肩上，使命在心头，我感到担子更重。
我们不仅不会退缩，还要克服任何麻痹松懈思
想，甚至在治理措施上比过去更科学、更全面，
更胜一筹。我们每个人既是美丽中国的建设
者和创造者，也是美好环境的享受者和守卫
者，人人行动起来，共同为蓝天白云获得感而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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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力文

6月5日是第47个“六·五”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在环境日来临之际，全省各地举行
了丰富多彩的公益宣传活动。广大干部职工、环保公益人
士、社区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向全社会发出倡议——节约
用电、节约用水，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少用一次性物品，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现在开始做起。

6月 3日，郑州市郑东新区CBD文化广场彩旗翻飞，
环保标语横幅盈目，河南省省会2018年六五环境日大型
广场公益宣传活动开幕。骑行队伍、健步走队伍等万余
人齐聚广场。副省长刘伟，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河南省
委主委高体健出席。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主任、环保
厅厅长王仲田致辞。

活动仪式上，我省表彰了2017年度河南省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工作青年先锋、青年先进集体和青年先进个人，
为获得省级“绿色家庭”称号的家庭代表授予了表彰奖牌，
宣布成立“河南省环保志愿服务总队”并进行授旗，启动了
全省生态环境书画摄影大赛。

王仲田在致辞中表示，当前，面对人民群众对优美环
境的新期待，面对环境污染严峻形势和环境问题突出短
板，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坚决打好污染防治这
场大仗、硬仗、苦仗，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王仲田呼吁，全省人民携起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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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为生
态环境保护的宣传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成为建设美丽中
国的行动者，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践行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共建共享美丽家园，让中原大地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从点滴做起，共建美丽河南

6月 4日上午，“守护母亲河，我是行动者”主题亲水
行活动在郑州市七里河和潮河沿岸河段进行。

通讯员 杜宗水 摄

6月 2日，在洛阳市举行的环保宣传活动中，绿色学
校师生代表在“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签字横幅上留下
对美丽中国的美好祝福。 通讯员 杨红涛 摄

6月 3日，
在六五环境日
大型广场公益
宣传活动中，
河南省环保志
愿服务总队宣
布成立。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