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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边督边改情况

(2018年 6月 20日)

本报讯（记者 宋敏）6 月 20日，
省政府召开交通运输安全专项会议，
听取近期我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
作汇报，研究建立省级交通运输安全
联席会议制度、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工作的意见。副
省长徐光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介绍，今年1至 5月，全省水上
交通安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安全
保持良好态势；全省道路运输行车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三项指标
同比分别下降15.4%、15.6%和5.1%。

徐光说，我省是内陆交通运输大
省，抓好交通运输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充分认识
到当前交通运输安全形势的紧迫性
和艰巨性，紧绷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这
根弦不放松。各部门要从行动上加
强协作，工作上抓好落实，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合力抓安全的长效机制，切实加强
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管，确保全
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大局稳
定。③6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6 月 20
日，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带
领省、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嵩县督
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
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汛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提升站位、
突出重点、夯实责任，确保全市安全
平稳度汛。

李亚先后来到伊河田湖镇段河道
治理工程建设现场、河南金源黄金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韩村尾矿库、陆浑水
库等地，实地察看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就进一步做好防汛工作，李亚强
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汛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升政治
站位。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为出发点，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科学
研判汛期气候变化，认真审视防汛工
作存在的问题，提升思想认识，以认
识的提升带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到
位。要以落实“五级”防汛工作责任
制和“六包”防汛安全责任制为抓手，
强化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合力打牢
防汛基础。要以重点领域和重点工
作为抓手，把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
处。要以完善预案和预警预报为重
点，加强对防汛的监测、预警、预报和
处置。要加强防汛应急演练，提升全
民防汛意识。③6

截至 2018 年 6月 20 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
访举报件共 21批 2664件。其中，
郑州802件，已核查办理480件；开
封 63 件，已核查办理 28 件；洛阳
244件，已核查办理145件；平顶山
103件，已核查办理45件；安阳137
件，已核查办理 64件；鹤壁 42件，
已核查办理 26件；新乡 133件，已
核查办理 58件；焦作 119件，已核
查办理58件；濮阳65件，已核查办
理30件；许昌75件，已核查办理33
件；漯河 30件，已核查办理 15件；
三门峡54件，已核查办理23件；南
阳 189 件，已核查办理 75件；商丘
66件，已核查办理 38件；信阳 142
件，已核查办理 81件；周口 56件，
已核查办理25件；驻马店95件，已
核查办理53件；济源50件，已核查

办理18件；巩义53件，已核查办理
24件；兰考 9件，已核查办理 7件；
汝州32件，已核查办理16件；滑县
18 件，已核查办理 8 件；长垣县 8
件，已核查办理4件；邓州29件，已
核查办理 14件；永城市 3件，已核
查办理 0件；固始 23件，已核查办
理 15 件；鹿邑 7件，已核查办理 4
件；新蔡7件，已核查办理1件；航空
港区10件，已核查办理2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前12批信访
举报件总计1390件。经各级联审，
整改达标、案卷规范并通过省级媒
体向社会公示，边督边改进度较快、
办结率较高的市县有：许昌市、商丘
市、鹤壁市、周口市、兰考县。边督边
改进度较慢、办结率较低的市县有：
南阳市、长垣县、固始县。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要动真碰硬，形成合力，确保按时
间节点完成整改任务，同时要及时
向群众公布整改成果，有效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6 月 16 日，济源市委
书记张战伟在现场检查苇泉河污染
问题整改情况时表示，要按照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提出的整改要
求，高质量抓好问题整改，积极回应
群众关切，扎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连日来，济源市对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交办的案件全部立行立
改。有群众反映该市承留镇南姚村
第八小组有人在居民区养猪，没有任
何手续，蚊蝇滋生臭气难闻。当地环
保局调查核实该养殖场未办理环评
审批手续，未建设粪污水存放池和干
粪棚等设施，采取水冲粪模式处理粪
污，群众反映情况属实。承留镇责令
养殖户立即采取粪污日产日清等措
施控制气味污染，尽快完成场地清理
和设备拆除。6月 12日，生猪已经全
部清理，同时养殖户开始对外排养殖
粪污进行清理，预计6月 30日前全部
结束。

据悉，截至 6月 14日，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济源转办信访举
报件21件，已有办理结果9件。根据
省委、省政府要求，济源市委、市政府
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

“回头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
立由市委副书记和分管副市长为“双
组长”的协调保障领导小组，加强部
门协调配合，全力做好协调保障工
作，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确保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工作顺利开展。

针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的举报案件，济源市第一时间组
织专班开展现场调查，核实情况，严
格实行案件办理“四级联签制”，案件
办理结果由企业、市督查组、市政府
和省相关负责人逐一签字后方可报
送。对信访举报属实的环境问题，
迅速依法依规动真碰硬，确保问题
查处到位、整改到位、问责到位。同
时配合督察组做好下沉督察的各项
准备工作，确保督察期间人员随叫
随到、资料随叫随供、案件随交随
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到位、人员到
位、责任到位、落实到位，全力保障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顺利
开展。③7

李亚在洛阳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

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
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紧绷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放松

济源动真碰硬合力攻坚

□本报记者 赵力文

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
方法手段，努力通过严密的制度、严格的
执法、严厉的问责，打好蓝天保卫战。全
省上下，众志成城，攻坚克难，逐步改善
大气质量，还人民群众蓝天白云。

源头抓起 实施“六控”

治霾，须从源头抓起。我省坚持
精准治理，从源头上遏制大气污染问
题，自 2016年开始重点实施控尘、控
煤、控排、控车、控油、控烧“六控”。

控尘——各类工地全面实行扬尘
污染管控，实施精细化管理，安装在线
监控监测设备。城市主要道路和高架
道路全部实现机械化洒水清扫。对渣
土车实行自动化密闭改造。

控煤——全面淘汰城市小燃煤锅
炉；采取清洁煤替代等方式，减少燃煤
散烧污染；全面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管理。通过开展清洁取暖，仅2017年
全省新增受益群众就有 205万户 830
万人，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290万吨。

控排——全省运行的燃煤机组全
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加快完善水泥、
碳素等行业环保设施，加强石油炼制
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实施
钢铁、焦化等行业清洁生产改造，有效
减少工业企业污染排放。

控车——截至2017年，我省累计
淘汰黄标车 124万辆，占 2013年年底
黄标车总量125万辆的99.2%。

控油——仅2016年，我省就查封
取缔黑加油站点 11690家。郑州、安
阳等 7市 4县按国家要求如期全面供
应国Ⅵ标准汽柴油。

控烧——坚持疏堵结合，建立严
格管制焚烧污染工作机制并开展日常
巡查。全省 2017年夏季火点减少到
35个，秋季首次实现“零火点”。

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彻底驱散雾霾，实现蓝天白云常
在，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更要有坚定

不移的信心和行之有效的办法。我省
在不同阶段，开展了不同领域的专项
整治，同时又坚持综合治理，推动大气
污染防治向纵深发展。

2017 年，我省实施“三治本三治
标”，大力推进集中供热供暖工程建设，
依法整治“散乱污”企业，实施燃煤“双
替代”，严格落实扬尘污染治理、工业企
业污染管控、监测监控体系建设。今年
以来，紧盯突出问题，我省集中开展了
扬尘治理月专项行动、机动车治理百日
攻坚行动，工业治理项目、集中供热工
程、老旧车淘汰等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我省还加快产业转型步伐、调整优
化产业布局，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促使企
业加快生产工艺改造，实施清洁生产，
通过发展方式转变筑牢防治之本。

在坚持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基础
上，我省还大胆创新，制定月度生态补
偿、绿色环保调度、有奖举报等一系列
新制度，构筑起长效的制度屏障。

蓝天频现 群众点赞

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我省大

气质量持续好转。
2015年开始，郑州市的环保志愿

者王鹏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围绕二七
纪念塔、中原福塔等地标拍摄、展示每
天空气状况。2018年元旦，他们展示
了2017年全年组图，一张张照片直观
表明，蓝天确实比往年多了，特别是
12月份与往年同期对比尤为明显。

颗粒物浓度指标持续下降，也表
明了我省大气质量改善的趋势。

全省 PM10 平均浓度由 2015 年
的 13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2017年的
106 微 克/立 方 米 ，降 幅 为 21.5% ；
PM2.5 平均浓度从 2015 年的 80 微
克/立方米下降到 2017年的 62微克/
立方米，降幅为 22.5%，完成国家“大
气十条”规定的目标任务。

今年前 5个月，大气质量继续保
持改善态势，全省 PM10、PM2.5平均
浓度同比分别下降6.9%和 9.8%，优良
天数同比增加7天。

拥有蓝天也是一种幸福。随着我
省大气污染治理不断深入，人民群众
蓝天幸福感将越来越强。③8

让蓝天幸福感越来越强
——七大关键词看河南环境保护系列报道之蓝天保卫战

6月 16日，沁阳市举行2018年沁河联合防汛演练和滞洪区迁安救护演
练。专业防汛队伍、民兵相继演练了堤坝巡查、捆抛柳石枕、迁移安置、医疗
救助和通信抢险等科目。此次演练提高了全体参演人员的防汛抢险水平，以
确保汛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⑨3 杨志强 张娟 摄

6月 19日，漯河市沙澧河沿岸景色秀丽、风景如画。近年来，漯河市努力构建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在沙澧河沿岸建设了独具特色的生态长廊、风景长廊、文
化长廊和休闲长廊，展现出一幅“城在水中、人在画中”的美丽景象。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上接第一版）氮氧化合物排放同比下
降5.63%，完成减排目标的148.5%。

“在财政部开展的第三方评估中，
全国 12 个试点城市中连续 3 年获得
考核优秀等次的仅有 2家，鹤壁市不
仅是其中之一，还在今年的‘尖子生’
中排名居首。”鹤壁市财政局局长张少
敏告诉记者。

优异的成绩，离不开制度和政策层

面的创新。2016年 12月 1日，鹤壁市
出台建市以来首部地方性法规——《鹤
壁市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条例》，从
制度层面确立了工业企业、交通、建筑
等领域节能减排发展方向，厘清单位和
个人需要承担的节能减排责任，为全市
整体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了有力保
障。同时，该市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先
后制定了“五节共推”“五气共管”“五

水共治”等五年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
间节能减排工作重点。为将规划落实
好，又相继制定实施了节能发电调度、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60余项政策措
施，调动全社会力量确保生态环境保护
长效战略的稳步实施。

3 年多的巨大努力，带来了丰厚
的 生 态 回 报 ——2017 年 ，鹤 壁 市
PM2.5 平均浓度 65 微克/立方米、优

良天数 225 天，空气质量在全省 7个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中排名
首位。淇河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标准
以上，在全省60条城市河流中水质排
名第一。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
9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5个百分
点。如今，鹤壁市已实现由“煤城”到

“绿城”的华丽转身，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为该市的亮丽品牌。③8

（上接第一版）11月20日，陇海铁路全
线大罢工，所有客货车辆全部停驶。

罢工斗争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及北方分部和中共中央局，分
别派李震瀛、罗章龙、包惠僧前来指
导斗争，并向陇海铁路总管理处提出
了撤换若里、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
增加工资、尊重工人人格等 15项条
件。在工人们强大的压力下，管理处
答应了全部条件，罢工获得完全胜利。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标志着河
南工人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在中国工
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而河
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就
在这次大罢工中应运而生。

1921 年初，毕业于北京交通大
学的进步青年游天洋受李大钊、邓中
夏委派，以陇海铁路局员司（技术员）
的身份到洛阳指导工人运动。罢工胜
利后，李大钊与罗章龙一起介绍游天
洋入党，并指示他在中原地区发展党
组织，积极推动工人运动。

“1921 年 12 月 24 日，游天洋担
任组长的中共洛阳组就在脚下这片
土地上诞生了。”洛阳市党史研究室
胡纳伟在纪念馆门前向记者介绍，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党旗，游天洋就
自己动手剪纸做成镰刀斧头，贴在红
布上，带领白眉珊、王福顺完成了庄
严的宣誓。”

令人惋惜的是，1922年冬，游天
洋在巡视全路工会改组情况时劳累
过度，在郑州溘然辞世，年仅 21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
府追认游天洋为革命烈士。

北斗耀中原沉沉黑夜指方向，火
种播河洛星星之炬终燎原。中共洛
阳组的成立，恰如星星之火，短短几
年，便呈燎原之势，把中原大地的上
空映得通红。自此，河南的工人阶级
有了凝心聚力的领导核心，中原地区
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
的直接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向纵深发
展。③9

（上接第一版）总工会决定在2月 4日
举行京汉铁路同盟总罢工，司文德带
领工人英勇地参加了罢工斗争。

吴佩孚下令对罢工工人进行血
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
案，司文德被捕。经组织营救，出狱
后的司文德继续领导工人运动。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司
文德和工友们一起，在中共地下党组
织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破坏吴
佩孚军队的交通运输，给北伐军以有
力支援。

静静的展厅内，关于司文德遇害
经过的讲述让人唏嘘悲叹。1926年
10月 6日晚，由于叛徒出卖，司文德
被逮捕。反动军阀对司文德施以各
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10月 15日
上午，反动军阀在郑州长春桥（现二
七纪念塔处）残酷杀害了司文德，并
将其头颅割下，悬挂在电杆上长达 7
天之久。司文德的妻子在工友们的
帮助下，将丈夫的尸体偷偷抬回来，
埋葬于一九二棚的铁路西边。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委、省政

府修建了二七纪念塔，司文德等烈士
的革命事迹在塔内陈列展出。如今，
一件件藏品、一张张图片，带着历史
的余温静静地向后人讲述着往事。

1952 年，司文德的遗骨移葬于
汤阴县西五里岗东侧，汤阴县政府立
碑纪念。时光荏苒，革命烈士的家乡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司文德舍
生取义、谋求人民幸福的英勇事迹一
直影响着家乡，成为激励汤阴人继续
奋斗的强大动力。”汤阴县委党史办
副主任李桂莹说。

红色基因生生不息，革命薪火代
代相传。“小时候，奶奶经常教育我们
学习爷爷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革命
精神。”司文德的孙子司炳克告诉记
者。在爷爷的影响下，司炳克也成为
一名优秀的铁路工人，曾获“全国铁
路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称号。司炳
克说，在爷爷战斗牺牲的土地上，一
代代铁路工人创造了中国铁路史上
的一个个奇迹，郑州也正在加快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爷爷在九泉之下也该
欣慰了。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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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文德：铁路工人运动的先驱

节能减排“尖子生”是怎样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