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 2018年 6月 7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
办信访举报件共 6批 637件，已
办结 101 件。其中，郑州 248
件，已办结12件；开封9件，已办
结 4件；洛阳 69件，已办结 1件；
平顶山 17件，已办结 5件；安阳
19 件，已办结 7件；鹤壁 13 件，
已办结 9件；新乡 30件，已办结
4件；焦作 23件，已办结 3件；濮
阳 15 件，已办结 3 件；许昌 14
件，已办结 4件；漯河 6件，已办

结 2 件；三门峡 10 件，已办结 1
件；商丘 20件，已办结 10件；周
口 17件，已办结 8件；驻马店 28
件，已办结 10件；南阳 25件，已
办结 2 件；信阳 26 件，已办结 7
件；济源 7件，已办结 0件；巩义
9 件，已办结 4 件；兰考 3 件，已
办结 0 件；汝州 10 件，已办结 1
件；滑县 2件，已办结 0件；长垣
县 2件，已办结 1件；新蔡 1件，
已办结 0件；邓州 6件，已办结 2
件；固始8件，已办结1件。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边督边改情况

(2018年 6月 7日)

平顶山：打通监察法学习宣传“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强
杜佳音）麦收季节是我省农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农产品（小麦）样品采集、制
备、流转与质控的关键期。6月 7日，记
者从省地矿局地质调查院获悉，这项工
作已在我省全面展开。

我省是南水北调水源地和粮食生
产核心区，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对
于保障粮食生产核心区农产品质量安
全意义重大。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主要是
掌握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严格监管
各类土壤污染源和管控建设用地环境
风险，有序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省地矿局地质调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河南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方
案》部署，由省地矿局地质调查院组织
实施全省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农
产品采集工作。

为确保全省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详查农产品（小麦）样品采集工作顺利
进行，省地矿局地质调查院组织了 111
个采样组，设立了南阳、漯河、许昌等11
个质控基地。通过前期小麦样点核实,
2018 年,我省共确定采集小麦样品
4393件。

根据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确
定的目标，到 2030年,全省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率达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
利用率达95%以上。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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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6月 4日~
5日，副省长徐光到光山县、尉氏县、
兰考县调研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

徐光肯定了三县在城市规划、
旧城改造、产业发展、文化传承、项
目运作，以及生态建设方面让利于
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学谋划、
锐意创新、统筹老城新城、既高标准
高起点又贴近实际的做法与成绩。
他强调，做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着
力打造生态城市、人民满意的宜居
宜业城市；要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积
极探索有效融资模式，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要把文化传承贯穿于城市
建设中，体现本地域独特文化底蕴，
切实保护历史文化遗迹；要把为民
情怀和责任担当融入城市建设管理
中，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③3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张坤

6月6日，记者来到位于新乡县的河
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
心），入眼就是绿意葱茏，空气中带着大
叶女贞和夹竹桃的花香，若不是高大的
管廊框架随处可见，设备运行的声响就
在耳旁，都让人忘了自己正身处一个大
型的化工企业生产厂区，仿佛来到一个
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城市游园。

心连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兴旭
自豪地对记者说，在标准排放的基础
上，企业连续拉高标杆，对气味、粉尘
和污水“严格把关”，实现超低排放、绿
色生产，同时对厂区环境全面美化，达
到了“绿色”标准。

“绿色工厂”自然也有着和普通游
园不同的“风景”：大门口的电子屏上，
滚动显示的是环保设施在线数据，空气
和水的质量一目了然；治污设施也是

“美美哒”，像处理有气味污水的密闭水
解池反吊膜装置，是白色大理石拱桥造
型；而污水处理终端竟成了观赏鱼池，
清澈的水流里各色锦鲤欢快游动……

这些不一样的风景，无不体现着
心连心对美好环境的渴盼与追求。

为建“绿色工厂”，心连心不惜代
价抓环保，用于环保技术创新和设备
升级的资金累计达到 10亿元，占企业
利润的40%。这样的投入让心连心成

为国内第一家合成氨污水零排放企
业、第一家实现锅炉超低排放的化肥
企业，被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等树立为
环保标杆，心连心循环经济产业园获
得企业环境信用行为评价最高级别
5A等级。

站在高处，看到远处，先期的“血
本”为心连心赢得未来，企业从此进入
良性循环。

“绿色工厂”效能高。节能减排与
提质增效是一对“孪生兄弟”，2012年
以来心连心累计节约标准煤 21.11 万
吨。采用行业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建成
年产45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的生
产线，尿素制造成本比行业平均水平
低 16%，合成氨生产成本较传统工艺
低350元/吨左右。心连心连续7年被
工信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评为“合成氨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

“绿色工厂”产品俏。车用尿素能
降低柴油机排放的氮氧化物污染物，心
连心建成了国内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超高纯车用尿素生产线，成为中国
最大的优质高纯车用尿素原料供应商，
市场占有率超过70%，产品远销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绿色工厂”效益好。2017年，在
全国化肥行业普遍亏损率达到70%的
情况下，心连心完成营业收入76亿元，
同比增长33%，创造净利润4.24亿元，
实现税收2.17亿元。③9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月 7日，
高考第一天，省领导分两路督查高考
情况。

在郑州市第五中学考点，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认真查看了考
场布置、考试环境和考务工作情况。
在郑州市第二中学考点，王保存亲切
慰问了无线电工作人员。他强调，高
考关系到千家万户，考务工作人员一
定要尽心尽力地做好服务，严格按照
规程操作，确保每个环节公平公正，

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进行，让广大考
生、家长和社会信任、放心。

在郑州市第十一中学考点，副省
长、省招委主任霍金花详细查看了考试
组织实施情况，还看望慰问了在考点驻
守的公安民警、无线电管理人员和卫生
医疗人员。她指出，高考要以考生为
本，做到严管和厚爱相结合；要进一步
提高服务意识，把考生当成自己孩子一
样去爱护，以家长的心态组织管理考
试，打造“温馨和谐高考”的品牌。③7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6月 7日，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主持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交办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提升站位、压实责任、健全机制、
从严从实、协调联动，确保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即知即改、立
行立改、全面整改，确保中央、省委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在
洛阳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李亚指出，做好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交办问题整改工作，体现的
是“四个意识”，折射的是责任担当，
反映的是干部作风，赢得的是民心民
意。各级各部门要提升政治站位，扛

稳政治责任，硬起手腕，不折不扣落
实中央环保督察组各项要求，对交办
的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全面整
改，做到“彻底改、改彻底、改到位”。

李亚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扎
实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
问题整改工作，并以此倒逼产业转
型 升 级 。 要 健 全 整 改 机 制 ，坚 持

“严、快、实”的标准，以天为单位抓
紧抓好工作推进，举一反三建立长
效机制，保持常态长效。要依法依
纪问责，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要各方协调联动，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
全社会协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良
好氛围。③9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省详查农用地土壤污染

李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

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
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高考要公平公正严中有爱

打造人民满意的宜居宜业城市

“绿色工厂”见闻录

监察法实施在河南

心连心生产厂区环境优美。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卢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实
施后，在鹰城大地，一场场丰富多彩的
宣传活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学习场
景，见证着监察法精神深深扎根基层。

场景一：练兵小课堂

5月 28日，舞钢市纪委监察委会议
室，第8期“练兵小课堂”活动如期进行。

“监察法规定的六类监察对象包括
哪些？”“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法律、
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
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
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
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
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
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为学好用好监察法，舞钢市纪委

监察委开设了“练兵小课堂”，每周举
行一次，现场提问，当即作答。“这种形
式让大家感到既紧张又提劲儿，督促
学习的效果确实好。”被领导“点将”
后，准确给出答案的舞钢市纪委第三
审查调查室负责人李新峰笑言：“大家
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都摩拳擦掌
争当好学生呢。”

场景二：全员比武场

最近，平顶山市湛河区举办了一次
监察法测试“大比武”。由抽调的专家组
统一出卷，单人单桌、闭卷考试、分场测
试，全区2361名公职人员进场“赶考”。

“在强化学习的基础上，组织考试

‘一个都不能少’。”湛河区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察委主任盛少飞表示，“以
考促学推动监察法学习宣传向基层

‘最后一公里’延伸，做到全区公职人
员全覆盖、无盲区。”

除了监察法测试活动外，湛河区
纪委监察委还开展了专题辅导、送法
下乡、知识普及等系列学习宣传活动，
有效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对监察法的学
习和理解，为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场景三：田间交流会

6 月 3日，太阳已经落山，汝州市
汝南街道西焦村10多名村组干部分头

在田间巡查一遍，确保没有焚烧秸秆
现象后，围坐在田间地头，聊起了监察
法学习体会。

“原本以为监察法离咱们很远，看了
‘清风平顶山’微信内容，才知道村干部
也成了监察对象。”“听监察委的人说，不
管是不是党员，只要行使管村治村的权
力，就在监察范围之内，都要受到国法的
约束。”……深入交流讨论后，大家达成
了共识：“只有做到清正廉洁，自觉接受
监督，多想想怎样为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才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3月份以来，平顶山市通过开展监
察法“进村组进社区”“进学校进医院”

“进企业进项目”等活动，向基层干部群
众宣传和普及监察法，将监察法精神和
内容传递到基层一线。据统计，目前平
顶山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举办监察
法专题辅导220余场次，开展专题讨论
130余场次，组织考试80多场次。③9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6月 6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主
任任正晓深入上蔡县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按照全省
脱贫攻坚第六次推进会的部署，压实
政治责任，认真整改问题，高质量打
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任正晓深入到百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久久粮食产业联合体、卧龙街道
贫困户张够枝家、上蔡县一高教育资
助中心等地，详细查看脱贫攻坚工作
推进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引，进
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提升政治站位，压

实政治责任。要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抓住脱贫攻
坚的历史性机遇，全力推进上蔡各项
事业全面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持续用心用力用情，让老
百姓真切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要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提高扶
贫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
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把强党建、转作
风、抓落实贯彻到脱贫攻坚的全过程。

任正晓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把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作为服务助推脱贫攻坚战的重
要职责、重要抓手、重要机遇，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③9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月 7日，
省政府召开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
推进会，研究部署配合督察、问题整
改相关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黄强，副省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黄强指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是
推动各地各部门把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
重要制度安排。我省能源、产业结构
调整任务重，污染防治任务艰巨，抓
环保工作需要过硬作风。各级各部
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领导干部既要表态、更要作表率，

真抓真干真落实。要以坚强的党性
原则、鲜明的政治态度、严明的纪律
要求，自觉接受督察，主动配合督察，
全力支持督察。要严格按标准按要
求，对问题严厉查处，边督边改，立行
立改，坚决全面彻底排查整改。要举
一反三，推动“回头看”整改工作向纵
深推进，确保取得实效。

刘伟通报了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反
馈意见和指示精神后表示，中央第一
环保督察组已经入驻河南一周时间，
督察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更通报了
存在的问题。他要求各级各部门高度
重视，加强信息公开和宣传报道，落实
边督边改，强化组织协调工作。③7

黄强在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以“三严三实”作风
扎实做好环保督察各项工作

6月 7日，郑州北站千名铁路职工冒着37℃的高温，经过3个小时的封锁施工，成功地将6161号、6171号木枕道岔更换为混凝土道岔。这标志着郑州桥工段
为期34天更换郑州北站40组道岔大施工首战告捷。⑨3 李中华 摄

任正晓在上蔡县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压实责任 整改问题
高质量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6月 5日，
副省长刘伟一行到新乡市对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重点关注问题
的整改情况进行调研。

在新乡县大召营镇文营村的一家
已关停的化工厂，刘伟强调，要严防

“污染搬家”“污染下乡”。在新乡县古
固寨镇一家已关停的石料厂，刘伟指
出，要举一反三，排查类似污染企业，
并进行坚决打击；对于发现的问题，要

整改到位、问责到位、处置到位。
刘伟强调，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

察组到我省开展“回头看”，是对我省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检阅和把脉
问诊。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深入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把抓好整改落实作为推动我省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狠抓责任
落实，全面整改、加快整改、彻底整改，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③3

严防“污染下乡”加大整改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