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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李点）6月 12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12次主任
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铁主持会议，副主任徐济超、
王保存、乔新江和秘书长丁巍出席
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
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关
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7年度
环境状况和环境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告》的审议意见，关于组织我省选出
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调

研的意见，关于暂缓提请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事项的
有关报告。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开展生
态环保地方性法规专项清理工作方
案（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办法》贯彻执行情况
的实施方案（草案），关于对省直有关
部门办理代表建议情况进行专题视
察的方案（草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次会议建议议程（草案）。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郑
伟伟）“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以
及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逐条逐项深
入现场核查落实，逐级建立整改验收
台账，立行立改、一抓到底、务求实
效。”6月 11日，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说，
要狠抓各项环境攻坚措施落实，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

截至 6月 10日，焦作共收到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45件，
已按期办结19件，其余案件正在有序
推进。其中，群众举报孟州市南庄镇
田寺村附近污水处理厂及周边多家皮

革厂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排蟒河，污染
水源。孟州市迅速行动，调查核实后，
公安部门对田寺污水处理厂负责人执
行拘留，环保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并处罚金60万元。

焦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专门成立了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焦作市整
改领导小组，要求集中一段时间认真
整改，扎实督导，对督察组转办件接
收、信息公开、调查处理、上报结果、责
任追究等环节明确分工负责。

该市在整改中既坚持“一案一专
班一台账”，制订细化工作方案，一个
问题一本台账，整改一个销号一个，做

到情况说明客观具体、整改资料全面
真实、反映问题实事求是；又坚持“一
企一策”“一事一办”，分类施策、堵疏
结合，根据个案情况特点制订具体整
改方案，坚决杜绝“一刀切”“一关了
之”“先停再说”等消极敷衍工作方式。

6月份，焦作市着力在“臭氧污染
管控、夏收污染管控、重点区域整治、
扬尘污染防治”四方面下功夫，明确具
体项目以及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
时限，重点项目要求建立台账、挂图作
战，重点任务要求明确责任、限时办
结，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工作落实，同
时加强督查督办，做到一周一督查、半
月一通报、一月一考核。③4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6 月 12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带领
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洛阳市
督导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交办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为契机，提升
站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严从
实抓好交办问题整改，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近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向洛阳交办了多批问题线索。其
中，武汉南路秦岭防洪渠因窨井堵
塞造成污水外溢，群众反映强烈。
黄强现场察看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后
指出，对督察组交办问题，要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坚决整改、彻底整改，
形成长效机制、严防问题反弹，坚决
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表面整
改，以实实在在的治污成效回应督
察、回应群众期待，推动“回头看”整
改工作向纵深推进。

在一拖集团，黄强要求企业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保增长的目标
建立在优化结构、降低消耗、保护环
境的基础上，开辟新领域、拉长产业
链，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在洛阳地铁
1号线史家湾站，黄强详细询问项目
建设和环保防控情况，叮嘱施工单
位要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切实做好
建筑工地、渣土及物料运输车辆管
理等各类扬尘污染源综合治理。③4

黄强在洛阳督导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交办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

提升站位 标本兼治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12次主任会议举行

焦作一抓到底求实效

6月12日，由中原航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购买的一架全新波音737-800型飞机抵达郑州新郑国际机场。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截至 2018 年 6 月 12 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
访举报件共 12批 1390 件，经对各
地上报结果汇总，已有办理结果
490件。其中，郑州 480件、已有办
理结果 193件；开封 28件，已有办
理结果 8件；洛阳 145件，已有办理
结果 39件；平顶山 45件，已有办理
结果 15件；安阳 64件，已有办理结
果 14件；鹤壁 26件，已有办理结果
13件；新乡58件，已有办理结果27
件；焦作 58 件，已有办理结果 19
件；濮阳 30 件，已有办理结果 13
件；许昌 33 件，已有办理结果 12
件；漯河 15件，已有办理结果 4件；
三门峡 23件，已有办理结果 8件；
商丘 38件，已有办理结果 17件；周
口 25件，已有办理结果 17件；驻马
店 53件，已有办理结果 25件；南阳
75件，已有办理结果14件；信阳81
件，已有办理结果 21 件；济源 18
件，已有办理结果 4件；巩义 24件，
已有办理结果 7件；兰考 7件，已有
办理结果 3件；汝州 16件，已有办
理结果 4件；滑县 8件，已有办理结
果 2件；长垣县 4件，已有办理结果
1件；鹿邑4件，已有办理结果0件；
新蔡 1件，已有办理结果 1件；邓州
14件，已有办理结果 4件；固始 15
件，已有办理结果 5件；航空港区 2
件，已有办理结果0件。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边督边改情况

(2018年6月12日)

中原资产两单租赁飞机业务落地，

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飞机租赁

业的发展意义深远。

飞机租赁是郑州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城市的抓手，也是“双枢纽”战略落地的

手段。郑州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航空

节点城市，建设航空金融中心必将极大

提高中西部地区机场建设融资效率，带

动飞机租赁业发展。发展航空租赁业务

不仅有利于提升金融创新和现代服务业

水平，还能提升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影响

力带动力，发展开放型经济。

飞机租赁是郑州发展枢纽经济的突

破口。枢纽经济的核心是形成一体化规

模化资源聚集平台，具有高度的产业集群

化组织特征。而航空租赁业务恰恰能有

效带动航空设备制造维修等关联产业发

展，对于正在建设国际重要航空枢纽和内

陆开放门户的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具有现

实意义。③4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经贸学院副院长 郝爱民)

专家点评

□本报记者 樊霞

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支持建
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一周
年之际，郑州航空港实验区本土租赁飞
机业务再下一单，为我省“空中丝绸之
路”建设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份特殊的“礼物”

6月 12日，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的中原航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原航租”）和厦航集团河
北 航 空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一 架 波 音
737-800飞机经营性租赁项目在郑州
机场正式完成交割，飞机租赁期限为 8
年。

这是由中原航租引进的我省第二
架经营性租赁飞机。在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和支持下，2017 年 8 月，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获批开展经营性租
赁收取外币租金业务，当年 12 月 28
日，由该公司引进的首架经营性租赁
空客飞机成功交付，标志着河南本土
飞机租赁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一年时间里，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飞机租赁业从零起步，相继落地两单
飞机租赁业务，中原航租也和空客、波
音全球两大飞机制造商以及国内主要
航空集团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流程样本初步形成

首单飞机租赁业务落地时，郑州航
空港实验区首次通过本地SPV(特殊目
的公司)采用保税租赁进口的方式操
作，缺乏经验，许多环节需要“特事特
办”。仅隔半年时间，第二架租赁飞机
就顺利落地，变化何在？

变化源于飞机租赁业务流程初步
形成。据了解，在河南省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省财政
厅、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支持下，海关、
边防、工商税务等多部门经过多次协
商，就飞机租赁保税入关环节达成共
识，租赁飞机入关模式基本确立。

飞机租赁融资模式形成。从成功
发行 1.42亿美元境外高级无抵押债券

到启动 30亿元综合债券计划，再到与
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
河南省分行分别签订 100亿元战略合
作协议，中原航租近来一直致力于构建
航空金融体系。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
行针对此次飞机融资，提供了专业、高
效的资金支持，保障了飞机如期交付，
双方在飞机租赁业务融资、结算等方面
逐渐形成稳定、成熟的合作模式。

正是得益于流程的优化与飞机租
赁融资模式的形成，本次租赁项目从竞
争招标、合同谈判、资金到位、接机检
查、入关办理，全部流程一气呵成。

一架飞机拉动一个产业

飞机租赁可以吸引银行、券商、咨
询公司等多种服务机构，拉动相关服务
业的发展。打造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飞
机租赁业态环境，正是这一年来我省飞
机租赁业发展带来的变化之一。

在多部门支持下，中原航租总结梳
理出整套飞机租赁业务流程的关键。
比如出入境航空器怎样备案、三关入境
如何申报等，并给出了相应的操作指
引。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
飞机租赁产业服务公司，为飞机租赁业
务提供全面专业保障。

航空经济的核心是航空公司和飞
机租赁，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航空租

赁行业机队规模已达3300余架。对于
刚起步的河南来说，飞机租赁市场机遇
与挑战同在。“飞机租赁业务持续落地
表明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开展飞机租赁
业务的软硬环境正在日趋完善和成
熟。”中原资产负责人马洪斌说。③4

空客、波音两架飞机相继“入豫”

我省飞机租赁业高位“起飞”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6月 3日
至 8日，中央党校第 15期县委书记
研修班的 171 名学员，先后来到红
旗渠干部学院、焦裕禄干部学院开
展体验式教学。中央党校进修部、
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有关
教学活动。

到我省开展体验式教学是中
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党性教育
必修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中
组部和中央党校的支持指导下，焦
裕禄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院、
大别山干部学院、愚公移山精神教
育基地、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
南水北调精神教育基地（简称“三
学院三基地”）发展迅速。截至目
前，“三学院三基地”已累计培训学
员 50多万人次，在培养造就“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培训期间，学员们先后来到红

旗渠纪念馆、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等
地进行现场教学。看凌空除险、铁
姑娘打钎的实景表演，与红旗渠劳
模以及当年参与防治风沙的兰考群
众代表互动交流，观看专题访谈片
《巍峨山碑·杨贵篇》《我眼中的焦裕
禄》，聆听专题讲座《践行“四个意
识”，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等，学员们通过现场教学和理论讲
授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感悟焦裕
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的丰富内涵。

学员们纷纷表示，这是一次深刻
的思想洗礼、一场深入人心的党性教
育。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努力以新担当、
新作为，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
绩。③3

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来豫开展体验式教学

不忘初心强党性 牢记使命勇担当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河南农
业大学的一家养鸡场被中央环保督
察组暗访发现为虚假整改，省政府
随即对河南农业大学、郑州市政府
约谈，提出严肃批评。6 月 12 日下
午，河南农业大学校领导接受了记
者采访并表态将承担起责任，积极
推进环保整改。

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表示，
河南农大将承担起责任，无条件整
改，做到整改到位，彻底清除环境污
染影响。“我们将站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高度来看待整改，制定相应政
策、措施、办法。13日凌晨前实现鸡
种全部搬迁，校方后续将加强监测监

控，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下一步，河
南农大要举一反三，全面做好各项工
作，努力为河南现代农业作出积极贡
献。”

据介绍，6 月 11 日下午，河南农
业大学迅速成立由党委书记李留心、
校长张改平任组长的家禽种质资源
场（即新闻报道中的养鸡场）环保整
改领导小组，责成副校长康相涛具体
负责环保整改，牧医工程学院具体落
实。6月 11日晚上，组织干部职工认
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要求认识到位，
态度坚决，措施果断，行动彻底，不留
后遗症，迅速落实中央第一环境保护

督察组整改要求。
6月 11日晚上，该校组织力量加

快进行家禽种质资源场的种质资源
整理、标记，推进新的暂存场所选择
和卫生防疫手续办理等工作。6月 12
日凌晨，装载种质资源的专用运输车
到位，经过消毒处理等流程，上午9点
第一车已装载完毕并出发。

据了解，被曝光的养鸡场系国内
几个重要的鸡种质资源库之一，目前
保存有 27个品种资源。搬迁正值盛
夏，需要避开中午高温天气。河南农
大校方保证于 6月 12日 24点前全部
搬空。搬空后，迅速清理场地，并做好
防疫消毒工作，彻底整改到位。③4

河南农业大学快速推进环保整改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 任国战
李宗宽 通讯员 张遂旺）自 6月 1
日起，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进驻
我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环保督察

“回头看”，对群众举报的环保问
题进行交办督察。我省各级党
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环保
督察组提出的各项要求，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在基层
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没想到处理得这么好，处理
得这么快！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
下沉基层，现场核实，这‘回头看’
真是动真格了，让俺们有了更多
获得感。”这是安阳市文峰区群众
反映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后的心
声。

“时下，杜绝了小散乱污、散
煤燃烧、噪声污染，实行集中供暖
全覆盖，楼院垃圾清理及时，居民
生活质量提高了，空气清新了，百
姓的心情也舒畅了。”谈到现在的
变化，安阳市殷都区铁西路街道
办事处芳林社区党支部书记白静
高兴地说。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
授赵自胜说：“‘回头看’可以说是
对河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
检阅和把脉问诊。我们要将全力
支持配合‘回头看’作为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使这一过程成为提高

政治站位、树牢新发展理念的过
程，成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过程，成为转变作风、提升科
学发展能力的过程，深入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做好高质量发展
这篇大文章。”

洛阳环锋资源有限公司负责
人吉晓星认为，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所移交的问题看得深、看得
准，不是“ 走过场”，而是“ 动真
格”，一方面积极回应了百姓的期
盼，另一方面也对环境违法行为
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他表示，
这更加坚定了该公司发展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的信心和决心。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来不
得半点作假。基层部门要以‘回
头看’为契机，不折不扣落实中央
环保督察组提出的各项要求，从
严从实，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身
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回
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通
许县大岗李乡乡长韩冰说。

洛阳市环保局监察支队负责
人马水旺说，为有效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洛阳市日前出台环境污
染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公布电话、
微信、信函等举报方式，通过提高
奖金额度、开通微信领奖等，进一
步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
性。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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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让老百姓
生活得更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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