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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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

截至 2018 年 6月 21日，中央第
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访举
报件共23批2875件。其中，郑州851
件，已核查办理516件；开封74件，已
核查办理 35件；洛阳 270件，已核查
办理155件；平顶山119件，已核查办
理 51件；安阳 141件，已核查办理 67
件；鹤壁 45件，已核查办理 26件；新
乡145件，已核查办理64件；焦作125
件，已核查办理 64件；濮阳 70件，已
核查办理31件；许昌81件，已核查办
理 41件；漯河 34件，已核查办理 17
件；三门峡 59件，已核查办理 29件；
南阳 206件，已核查办理 82件；商丘
72件，已核查办理42件；信阳152件，
已核查办理88件；周口60件，已核查
办理 27件；驻马店 100件，已核查办
理 63件；济源 57件，已核查办理 21

件；巩义 57件，已核查办理 29件；兰
考 9件，已核查办理7件；汝州 32件，
已核查办理18件；滑县20件，已核查
办理11件；长垣县8件，已核查办理5
件；邓州 33件，已核查办理 17件；永
城市 4件，已核查办理 1件；固始 26
件，已核查办理17件；鹿邑7件，已核
查办理 4件；新蔡 8件，已核查办理 1
件；航空港区10件，已核查办理5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一环
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前13批信访举报
件总计1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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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周口市、鹿邑县、兰
考县。边督边改进度较慢、办结率较
低的市县有：郑州市、南阳市、长垣县、
郑州航空港区。

百城提质暨文明创建撷英

为了满足各地、各部门使用照片资料的
需要，本集团已完成河南日报自1949年 6月
1日创刊以来的所有图文资料的数字化工
作。依照《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使
用本集团的照片资料，均应支付相应版权费
用，本集团已委托下属机构河南图片网（河南
日报新闻图片有限公司）开展版权交易服务
及相关业务，如照片版权许可使用、影像输出
制作、画册策划设计出版、展览展馆策划设
计陈列、纪念活动策划组织、图片信息传播
服务、城市品牌宣传片拍摄等，欢迎合作。

垂询电话：0371-61172501 63680390
联系人：李老师 张老师
微信公众号：河南图片网
官方网站：http://tu.dahe.cn
特此公告！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2018年6月

资料照片版权使用公告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6月 21日，全省宣传部长座谈会在洛
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黄坤明同志在
河南调研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
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半年重
点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出席并讲话。

赵素萍强调，黄坤明同志这次到
河南调研指导，对做好新时代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具
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针对性。
要把学习领会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落实省
委要求结合起来，与全省宣传部长会
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统
一思想认识，突出重点任务，完善工

作思路，坚持求实求效，抓好县级新
时代文明传习中心、融媒体中心、志
愿服务中心和百姓文化云平台建设，
扩大手机报覆盖人群。

赵素萍指出，今年是改革开放40
周年，各地各单位要突出思想教育内
涵，广泛吸引群众参与，把牢正确方
向导向，切实组织好全省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各项活动。

赵素萍要求，做好下半年工作，
要聚焦主线持续用力，把北京话、河
南话、百姓话贯通起来，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要压紧砸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建设，提前谋划好机构改革，确保
各项任务圆满完成。③8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6月 20日
下午，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到伊川县实地督导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交办问题整改落实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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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严、快、实”的标准，切实抓
好问题整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以高水平环保支撑高质量发展。

伊龙药业公司是中央环保督察
组暗访时发现的污染企业，目前已经
停产，对涉及的污染问题正在整改。
李亚现场察看了企业整改工作开展
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
关工作汇报，并就做好下一步整改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

李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升政
治站位，扛稳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到真学真
用、学懂学透、践行执行。对中央环
保督察组交办的案件和线索，要按照

“严、快、实”的要求，严格标准、严格
监管、严格问责、严格处理，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真碰硬、真
整改，做到“彻底改、改彻底、改到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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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自觉遵守环保法
规，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大力实施技
术改造，升级环保设施，确保达标排
放，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树立良好
社会形象。③8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张遂旺 张龙飞

在人们的印象中，林州是座缺水
的城市。如今，当外地朋友踏进林
州，可以看到龙头山下 460亩湖水碧
波荡漾。从严重缺水到处处见水，林
州通过引水、调水、治水，全城已经形
成了大水系格局。

6月 20日，记者在林州金陵社区
采访，一位市民乐滋滋地说：“如今，俺
林州变得格外美了，城市更养眼了，生
活更便利了，幸福感更强了！”

林州的巨变，得益于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这个“加速器”。

该市负责城建工作的同志坦言，
在描绘城市宏伟蓝图时，林州用“绣
花”功夫，提升城市品质，加快文明城
市建设，将城市水系、城市双修、城市
绿地系统等 29项专项规划全部囊括
其中。

以“水”润城，增添城市灵气。林
州先后投资 10亿元整修河道，搭建
城市水系脉络；投资 4亿元，建成人
民公园、黄华河公园、龙湖水面景观
600 余亩；投资 12 亿元，建设占地
1500亩的桃园河湿地公园。

在“绿”字上大做文章，持续植树
造林。林州开展扩地增绿、拆墙透

绿、见缝插绿、沿街植绿等城市绿化
工作，打造市民“15 分钟休闲健身
圈”。该市投资 4.85亿元，新增绿地
面积5900亩，建成100亩以上游园8
个，50亩以上游园90个。目前，该市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8.9%。

实施“畅通城市”工程，提升城市
品质活力。林州新扩改建市政道路
30条，提升改造城市道路 110公里；
投资 1.5亿元完成了 473条背街小巷
整治，让城区大街小巷全部实现“路
畅、水通、灯明、见绿”。

城乡集中供水全覆盖。林州大力
实施“南水北调”和本地两个水源引水
入城进村工程，新建两座水厂，对老旧
管网进行改造提升，让 116万群众全
部用上水质更好的自来水。

林州实施“气代煤”工程，城区集
中供热入网面积突破 1000 万平方
米，供气普及率达到 95%，实现城区
供水、供热、供气全覆盖。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都
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林州市委书
记王军认为，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
统工程，应以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
障民生、改善民生为终极目标，让林
州整体文明程度显著提升，让社会更
加和谐，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更
加充足、更可持续。③5

赵素萍在全省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黄坤明调研河南重要指示精神
求实求效推动各项工作创新发展

李亚在督导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交办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时要求

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
以高水平环保支撑高质量发展

林州：

用“绣花”功夫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记者 赵力文

中原腹地的河南，跨海河、黄河、
淮河、长江四大流域，分布着大大小小
的河流，河流水质保护事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水
污染防治攻坚，打响碧水保卫战，保障
饮用水安全，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水环境质量呈现稳中趋好的态势。

清亮亮的河流回来了

在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西村，村民
葛根奇对身边河流的水质变化感到欣
喜：“小时候石梁河河水很好，俺常在里
面逮鱼。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附近工厂
的污水把河流变得黑臭。这几年污染
治理，水质变好了，水鸟又飞回来了。”

2017年开始，我省开展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要求2018年年底省辖市建
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的县（市）城区基本完成黑臭水
体截污纳管，其余县（市）城区基本完
成排污口整治、河道清淤疏浚。

治河，要责任到人。2017年，我省
全面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5
万多名河长“走马上任”。今年前4个
月，五级河长已经密集巡河 61200人
次，及时发现问题，护河治水。

我省正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三年
行动计划，开展清河行动，垃圾河、黑
臭河将彻底得到整治，实现“污染控、
黑臭除、权属明、河湖净”的治理目标。

“河道清洁、河水清澈、河岸美丽”
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城乡再现旖旎水景

针对城市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

等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我省正加快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促进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同时深化工业污
染防治，推动工业节水。

近年来，我省各城市积极推进水
污染综合治理，掀起了河道清淤、污水
治理、水系建设的热潮，打造“亲水、近
绿、怡人”景象，提升城市颜值。

开封依靠丰富的水资源，实施“一
渠六河”“十湖连通”工程。通过截污
控污、河道清淤、桥梁建设、水生态修
复等措施，被誉为“北方水城”的开封
目前处处可见潋滟波光。

人工湿地这一城市新景观在许昌
就有 7 处之多，总面积达 660 余亩。
这些湿地有的用来处理污水处理厂尾
水，有的则是直接用来提升河流水质。

美丽乡村，从治河开始。我省大
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解决
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等问题。清河行
动使“河流环村、绿柳垂绦”的景象重

新出现在群众眼前。

全省水质明显改善

为让中原大地碧水长流，我省还
开展了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关闭、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环境保护、地下油罐防渗改造等
专项整治行动，实行“一河一策”，逐步
恢复水生态，全省水环境质量得到明
显改善。

河流变清了，老百姓心情更舒畅
了。

今年前5个月，国家考核我省的94
个河流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 55
个，占 58.5%，达到国家要求的高于
53.2%的目标；劣Ⅴ类水质断面5个，占
5.3%，达到国家要求的低于15.9%的目
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及我省
境内干渠水质持续保持Ⅱ类及以上标
准，确保了“一渠清水北送”。③6

还百姓清水绿岸
——七大关键词看河南环境保护系列报道之碧水保卫战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要进
一步认清环保问题的重要性、环保
问责的严肃性、污染防治的紧迫
性，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认真抓好整改工作。”
6 月 20 日，记者了解到，驻马店市
高度重视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
组交办问题，市长朱是西表示要认
识再提升、高度重视抓整改，措施
再强化、真抓实做抓整改，责任再
夯实、强化实效抓整改，确保全面
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
工作任务。

6 月 1 日，全省迎接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工作动员会后，驻马
店市委、市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制定组织协调保障方案，专门
成立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迎检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
调度指挥。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进
一步压实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
检，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进
行深入全面梳理，限期整改，对不
能如期完成整改任务的企业，一律
责令停产整治。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驻
马店市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对转办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处理。记者在天方药业四分
厂看到，该企业新引进的“双旋风
除尘+水膜除尘+生物除臭”设备
已经安装完成 4台，施工人员正在
做最后的调试。“我们投资 3000 多
万元采购了 6 套蒸汽式降液干燥
机，可以有效处理工厂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气。”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环保节能部门负责人羊新文介绍
说，该设施投入运行之后，能够使
企业周边的空气状况得到较大改
善。

驻马店市委、市政府要求对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整改不力、
推进不力的地区、部门和个人，进
行通报、约谈、追责，加强环保与公
安部门的执法衔接，对发现的涉嫌
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环保部门要及
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依
法严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
效震慑的高压态势，确保交办问题
彻底解决。③8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月 21日
晚，由省委宣传部、省人大环资工委、
省政协人资环委、省文明办、省环保
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
视台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河南最美环
保人物”宣传推介活动在郑州举行，
隆重推介来自社会各界的 10名最美
环保人物和 9 名提名奖获得者。现
场播放了最美环保人物事迹短片和
活动组委会授予的颁奖词。各主办
单位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群众 500 余
人现场观看了颁奖典礼，分享了先进
典型的感人故事。

活动现场，我省唯一获得 2018
年全国第一批“新时代好少年”荣誉
称号的来自淅川县的“环保小卫士”
张晓茹，与主持人和环保志愿者共同

倡议关爱生态、呵护自然、参与环保、
共建美丽河南。

据了解，“河南最美环保人物”宣
传推介活动是我省举办的“河南最美
人物”系列活动之一，每两年举办一
次，旨在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大力弘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
用，推动全省各界努力学习弘扬焦裕
禄同志的“三股劲”，推动绿色生产和
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落地生根，营造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氛围，凝聚
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

获得第二届“河南最美环保人
物”的是：南水北调水源安全的守护
者、南阳市南水北调中线渠首环境监

测应急中心综合技术科科长许高双，
电力行业的环保领军人物、华润电力
登封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文亚，有智慧
敢担当的环保人、汝州市环保局局长
陈万幸，公路的美容师、鹤壁市公路
管理局高工王永顺，绿色发展的“算
账”能手、濮阳市清丰县高堡乡乡长
王庆敏（女），献身环保事业的督查
员、驻马店市汝南县环境监察大队监
察员贺秋收，绿色太行的岩壁清洁
工、焦作市云台山景区环卫工郭有
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先锋、漯河市
环保局大气办主任罗耀军，乡村义务
环保宣传员、滑县王庄镇闫村党支部
书记贾尚峰，绿色化工厂的打造者、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兴旭。③6

第二届“河南最美环保人物”揭晓
许高双等10人获此荣誉

驻马店：强化措施确保完成整改任务

6月 21日，镜头下的社旗县赵河公园风景宜人。近年来，社旗县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努力实施水生态修复治理，为当地群众打造良好的休闲环境。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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