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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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

百城提质暨文明创建撷英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上接第一版）
像郝楼这样的村庄，在中原大地

越来越多。2016年以来，我省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省委、省政府将其纳入新农村建设范
畴，写入“十三五”规划，出台了五年行
动计划，由单一的“净化”向“通、净、
绿、亮、文”全面深化。全省累计完成
投资 350亿元，建成“四好农村路”3.8
万公里，村民出行条件明显改善。全
省 85%的行政村使用自来水，全省
65%的农户使用煤气、天然气、液化石
油气做饭。

全省累计完成 6989 个中心村电

网改造升级，9200个自然村通上动力
电；80%的行政村公共场所等重点部
位夜间有了照明。

村庄更绿更美。各地大力开展绿
色家园创建活动，乡村绿化覆盖率达
24.5%；基本实现农田林网标准化。许
昌市把“一宅变四园”，将荒芜宅院整
治成游园、花园、树园、菜（果）园，去年
整治荒芜宅基地 1.6 万亩，打造游园
3000多个。

多彩田园力促振兴

不仅要让农村更美，还要让农民
更富。

信阳市重塑乡村文化内涵，带动
村庄经济发展。浉河区、新县、商城县
等生态较好的县区基本实现了全域旅
游。全市 198个乡镇中近半数成为旅
游小镇、休闲农业小镇，去年乡村旅游
景点营业收入约为2.7亿元。

我省统筹推进各类示范创建活
动，全省已建成900个美丽村庄、13个
国家级美丽宜居小镇、39个国家级美
丽宜居村庄。

村民文化生活趋于丰富多彩。全省
71%的行政村有文化健身广场，89.1%
的行政村开展了文明乡风宣传活动，
好媳妇、好公婆等评选活动普遍推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我省各地要按照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整
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措施，加大投入力
度，让中原大地的乡村更加生态、美丽、宜
居。”省委农办常务副主任申延平说。③7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孙俊旗

6月 25日，看到近日刷爆微信朋
友圈的家乡变化，在外工作的王莉归
心似箭。“那么惹人心醉，我一定要回
家亲眼看看。”

“现在的尉氏在美中带着厚重的
文化气息。为家乡点赞，为付出努力
的人点赞！”王莉说。

城乡内涵“巨变”，彰显的是尉氏
县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和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的重大成果。作为全省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首批启动县，尉氏县坚
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文明创建引
导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以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支撑文明创建，群众获得感明
显增强、城市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中，尉
氏县规划实施了蓬池湖、两湖、康平
河、贾鲁河、刘麦河、护城河等综合整
治项目，逐步打造“九河连六湖”城市
循环生态水系，以水润城。

在着手打造古塔广场、人民公园
等 30余处公园广场基础上，尉氏县
深入开展公园广场苗木补栽，对县城
主要道路进行绿化提升，以绿荫城。

尉氏县投资建设蔡邕蔡文姬文
化园、刘青霞故居产业园、太平兴国
寺塔风景区、阮籍啸台公园、洧川古
镇综合文化遗产等项目，以文化城。

尉氏县发挥产业优势，着力打造
纺织服装、现代家居、健康医疗千亿级
制造业产业集群，以产促城、以城促
产、以产聚人。推进工业集群化，加快
建设开港经济区、产业集聚区和港尉
新区，加快农村人口向县城转移，为城
市发展提供产业支撑，以业兴城。

按照总体规划，至 2020年，尉氏
县共谋划项目 161个，总投资 256亿
元，2017年以来已实施项目56个，总
投资 75 亿元。通过 PPP 项目，尉氏
县盘活土地资源，通过加强与政策性
银行合作等多种融资方式融资 60亿
元，确保了项目建设有资金、可持续。

尉氏县以文明创建为抓手，深入
开展“五项治理”。交通治乱，加强市
政道路建设，优化城市交通环境，发展
公共交通，规范疏导交通秩序；市容治
脏，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保洁督导全
天候，建成数字化管理中心，构建城市
市容监管全覆盖网络；生态治污，进一
步完善道路污水管网，加快黑臭水体
综合整治；公共服务治差，加强公共服
务设施项目的谋划建设，特别是对供
水供气供热、停车场等便利群众生产
生活的项目进行创新谋划；文明城市
治陋，把创建文明城市作为推进城市
发展的重大战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开展市民思想道德、诚信
守法、文明风尚“三大提升”行动，实现
文明创建与城市建设内外兼修。③6

□本报记者 赵力文

环境保护工作千头万绪，又事关
千家万户。我省紧紧扭住“牛鼻子”，
紧盯重点环节、重点行业、重点时段、
重点区域“四个重点”，实施过硬治理
措施，提升治污成效。

重点环节管控
力求全程防治

“我们建设了预警预测系统，可
对一些敏感点位或数值高的点位进
行预警。”新乡市环保监测站总工程
师周速指着电脑屏幕说，新乡市近年
来安装了大量微型大气质量监测仪，
监测点增加至 265个，实现了在线监
控与人工督查相结合的管控方式。
这一实践也是我省推动精细化管控
环境的成果。

既督政又督企，21个驻地督查组
在全省各地开展强化督查，深入基
层，明察暗访，发现并解决了一批污

染顽疾。
今年 4月，我省部分省级产业集

聚区因没有按照规定时限完成污水
处理厂建设，被实行项目限批。

近年来，我省强化源头和过程防
控，聚焦源头治理、督导督查、整改问
责等重点环节，力求打通环境保护的
全程链条，力度大、措施实，正走向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的道路。

重点行业管控
解决结构性污染

找病根，抓源头，抓重点行业，才
能对症下药。

2016年，我省突出重点行业，强化
“六控”措施——“控尘”“控煤”“控车”
“控油”“控排”“控烧”，削减污染存量。

2017 年，我省加强重点行业治
理，协同推进集中供热供暖、散煤治
理、“散乱污”企业整治、扬尘防控、重
点污染源减排、环境监测监控等治本
治标举措。

2018年，我省持续强化扬尘、工
业、机动车等领域治理水平，加快推
进清洁取暖、工业深度治理、企业监

控等领域的工程项目建设。
2018年，我省还将重点推进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治污工程项目建设，同时启动重点行
业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重点区域管控
解决区域性污染

治污，要敢于啃“硬骨头”。
受气候、地形、产业结构影响，郑

州（含巩义）、开封（含兰考）、安阳（含
滑县）、鹤壁、新乡、焦作、濮阳 7个省
辖市被纳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城市，加上洛阳、平顶山、三门峡 3
市一并被纳入我省大气治理重点区
域。而在水环境治理中，我省四大流
域也划定了各自的重点河段。

近些年，各重点区域也加快了调结
构、改方式、大力减排控排的步伐——

今年 5月，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一号工程”——烧结脱硫
脱硝项目正式投用，排放总量猛降
60%。安钢减排改造正是安阳市加
快推动工业企业深度治理的缩影。
作为老工业城市，安阳市正推动全市

8个行业76家企业提标改造。
今年年初，焦作市启动了城区工

业企业搬迁改造大幕，计划将城区90
家工业企业陆续搬出城区。

一场脱胎换骨的嬗变正在发生。

重点时段管控
解决季节性污染

近年来，我省把采暖季、夏秋收
季等作为重点时段“严阵以待”，提前
安排部署，“千方百计”减轻污染。

2017年秋冬季，我省采取35项强
化措施，对15个重点行业的2000多家
工业企业实施错峰生产，对4000多个
工地实施“封土行动”，压减重点区域统
调公用燃煤机组发电量。2017年 12
月，在不利天气来袭之时，我省发布一
系列管控令——超标企业关停、城市环
卫清扫保洁、重点区域蹲守严控、机动
车限行，实施“四个最严”措施。

由于减排明显，主要监测指标均
大幅下降，达到近 5年来同期最高水
平。不少群众感到，管控灵了，污染
轻了。重点时段管控真真切切见到
了效果。③9

截至 2018年 6月 25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
访举报件共27批 3600件。其中，
郑州985件，已核查办理705件；开
封103件，已核查办理48件；洛阳
343件，已核查办理203件；平顶山
145件，已核查办理85件；安阳196
件，已核查办理106件；鹤壁68件，
已核查办理 36件；新乡 194件，已
核查办理99件；焦作173件，已核
查办理94件；濮阳95件，已核查办
理46件；许昌103件，已核查办理
63件；漯河 48件，已核查办理 25
件；三门峡81件，已核查办理41件；
南阳267件，已核查办理145件；商
丘 84件，已核查办理 58件；信阳
190件，已核查办理120件；周口73

件，已核查办理 41件；驻马店 122
件，已核查办理80件；济源 76件，
已核查办理38件；巩义67件，已核
查办理45件；兰考11件，已核查办
理9件；汝州38件，已核查办理26
件；滑县 24件，已核查办理17件；
长垣县9件，已核查办理6件；邓州
39件，已核查办理25件；永城市8
件，已核查办理1件；固始30件，已
核查办理21件；鹿邑7件，已核查办
理4件；新蔡9件，已核查办理5件；
航空港区12件，已核查办理7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
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前18批
信访举报件总计 2199件，经各级
联审、案卷规范，并通过现场核查
的有1523件。

□本报记者 李晓玮 刘一宁

6月 22日，开封市龙亭区书店街
与西大街交叉口，一栋具有明清建筑
风格的两层小楼在阳光照射下格外
引人注目。

这里是中共豫陕区委机关旧址，
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创办的第一个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党的机关刊物《中州
评论》就是在这里编辑、出版的。

穿越浩瀚的历史烟云，一段段往
事鲜活地呈现在眼前：93年前，一名
30多岁的年轻人手持《中州评论》走
上街头，面对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
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共产党的才
子”萧楚女。

1922 年，萧楚女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5年 8月，他到河南担任中共
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公开身份是省立
一师的教师。同年 9月 1日，他创办
的《中州评论》在开封出版发行。

《中州评论》主要刊登政治评论、
国际政治和工运、农运、青运及妇女运
动的情况。《中州评论》在河南出版，是
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创办的第一个刊
物，是当时党领导河南人民革命斗争
的一面旗帜，是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
方针政策、指导革命工作的重要阵地。

1925年 11月，针对河南省会警
察厅“禁止赤化宣传”和“悬赏稽查共
产党机关”等行径，中共豫陕区委书
记王若飞以“岳威”为笔名，在《中州

评论》上发表了《异哉，警察厅之所谓
赤化》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只有资
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才会在
共产主义的面前发抖啊”！

在列宁逝世 2 周年之际，《中州
评论》刊发了《列宁与中国国民革命》
专题文章，赞颂列宁“是马克思的门
徒，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统
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有了
列宁特别发扬而光大”。

《中州评论》里那些言辞激烈的
文章，富有战斗性和启发性，提高了人
民群众的觉悟，也激起统治当局的强
烈不满。1925年 10月，执掌河南军
政大权的国民二军军长、河南督办岳
维峻迫使萧楚女离开开封。之后，
《中州评论》迁至北京大学第一院出
版。1926年 1月，《中州评论》停刊。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真理之光穿
越时空。如今，在开封市山陕甘会
馆，数张《中州评论》的影印件和萧楚
女的照片张贴在展示栏里，默默地诉
说着那段红色历史。“《中州评论》像
一支号角，唤醒了河南的民众；像一
面旗帜，指导了革命的进程。”省委党
史研究室的专家说，《中州评论》对于
宣传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发挥了重
要作用，为我党早期的理论宣传工作
积累了宝贵经验。

以《中州评论》为起点，党的报刊
在河南蓬勃发展。抗战时期，《拂晓
报》《鄂豫报》《豫西日报》《桐柏日报》
等各根据地的党委机关报纷纷创刊，
把马克思主义传播推向新的阶段。

中州播火种，薪火代代传。1949
年 6月 1日，随着中共河南省委机关
报《河南日报》创刊，党的新闻宣传事
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③7

本报讯 (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遂旺 尚明达)“对于中央环保督察
组转办的各类举报件，要第一时间接
件、第一时间批转、第一时间现场督
查整改，把查办整改工作，作为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来抓，自我
加压，铁腕执法，真正抓牢抓实，抓出
成效。”6月 24日，安阳市委常委、滑
县县委书记董良鸿在该县现场督办
环保问题时说。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后，滑
县迅速召开了全县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整改工作推进会。县四大班子
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深入一线督导
督办、现场办公，认真落实案件办结
工作。截至6月 23日，中央第一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该县转办信访举报件
23件，已核查办理14件。

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对
督察反馈问题紧盯不放。滑县组织、
纪检、监察、广电等部门组成联合问责
组，持续跟踪问效，公开曝光污染企
业。对交办案件落实不到位、行动不
迅速或者不整改、假整改、应付整改、

整改后群众不满意的，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要求，严格追查问责。

标本兼治。该县县委书记、县长
率领环保、公安、城建等部门人员，对
污染防治工作所涉及的重点区域、行
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县
政府要求各部门通力协作，查清问题
原因，确保一案一审、一事一查、立整
立改。

“切实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协调保障和整改落实作为当前
的首要任务、中心工作来抓。”该县
环保部门负责人介绍，环境监察执法
人员和 12 个督导组已撒下更密的

“网”，认真梳理滑县存在的环境隐
患，指导乡镇落实属地管理和网格化
监管职责，以此次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为契机，举一反三发现和解
决突出的环境隐患问题。

该县还对 22个乡镇（街道）和 1
个产业集聚区实行分包责任制，签订
目标承诺书，确保管辖区内已取缔的

“散乱污”企业不死灰复燃，确保不出
现未批先建项目等。③8

尉氏：

以文化城激荡城市新内涵

在河南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

紧紧扭住“牛鼻子”
——七大关键词看河南环境保护系列报道之“四个重点”

滑县：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

6月 25日，黄河滩区原阳林场，一望无际的树木郁郁葱葱、层层叠叠。原阳林场始建于1958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面积已发展至21400亩。该林场
林木总蓄积量达94029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63.3%，其中国家级生态公益林为13200亩。原阳林场承担着保护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农田、保持水
土、服务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的重要任务，生态区位优势极为重要。⑨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栾姗）6 月 25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和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等工作推进会，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
话。

黄强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和黄河
滩区居民迁建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
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我省开展“三山
一滩”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举措。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
要战略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
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弘扬
焦裕禄同志“三股劲”，坚持行之有效
的经验做法，精准发力，攻坚克难，确
保各项目标任务如期保质完成。

黄强强调，易地扶贫搬迁和黄河
滩区居民迁建涉及群众动员、工程建
设、搬迁入住、拆旧复垦、产业发展、转
移就业等各个环节，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再接
再厉，合力攻坚，突出抓好工程建设、
拆旧复垦、后续帮扶、要素保障、宣传
引导五个关键环节，高质量推进我省
易地扶贫搬迁和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确保搬迁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会议还对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省级调剂制度贯彻实施、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工作
进行了部署。③9

黄强在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和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等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抓好关键环节
确保如期保质完成任务

《中州评论》：

为了乡村更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