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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王新峰

6月 13日至 20日，省委10个巡视
组分别向被巡视单位和党委主要负责
同志反馈了巡视情况。

今天，本报继续刊发省委巡视组
对被巡视单位的反馈意见。

安阳市殷都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执行政治纪律有偏差，发挥党委领导
作用不充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不够有力，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不
够到位，转型发展存在短板，推进重点
工作不够扎实；聚焦党建主业不突出，
选人用人存在薄弱环节，抓党建工作
不硬不实，重部署轻落实，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力，农村党建基
础薄弱，落实从严管理干部政策不到
位；“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
廉洁风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现
象仍存，“四风”问题有所反弹。

安阳市殷都区委书记刘纪献表
示：要坚决有力地落实省委巡视组的
各项要求，全面推动整改取得明显成
效。提高政治站位，讲政治、识大局，
确保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在殷都
区落到实处；层层落实责任，以巡视整
改工作的新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推动新殷都各项事业的大
建设快发展；强化责任担当，对巡视组
反馈的问题、不足和薄弱环节，深刻剖
析原因，认真制定整改措施，积极主
动、立行立改，切实解决好影响和制约
新殷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解决
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解决好
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鹤壁市淇滨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区委政治引领、思想武装抓得不实；意
识形态责任制落实不到位；产业转型
升级谋划不够、推进不力；开展“三大
攻坚战”措施不过硬，存在问题多；把
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盯得不紧，基

层党建弱化、虚化，双重组织生活和“三
会一课”制度落实不到位，发展党员政
治把关不严，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全
面从严治党落实不到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未落地生根，“四风”问题依然存
在，重点领域存在较大廉政风险。

鹤壁市淇滨区委书记李杰表示：
巡视组指出的问题和不足，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
全面彻底整改。提高政治站位，把巡
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落实
整改各项要求，聚焦突出问题，真抓实
改；成立整改领导小组，制定整改方
案，建立整改台账，厘清责任，明确任
务，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举
一反三、建章立制，持续提升各项工
作；搞好统筹结合，以党建高质量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将巡视整改
作为推动工作的重要契机，以实际成
效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

鹤壁市鹤山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区委理论武装不严不实，政治建设着
力不够，贯彻新的经济发展理念有差
距，资金监管存在风险；意识形态责任
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得
不牢，党内监督缺乏有效措施，政治生
活不严肃，组织人事管理不规范，巡视
巡察利剑作用发挥不充分；维护保障
群众切身利益措施不力，关注民生不
够，基层腐败和作风问题多发，全面从
严治党压力传导层层递减。

鹤壁市鹤山区委书记李海章表
示：鹤山区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
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树牢“四个意识”，扛牢抓实整改责任，
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台
账，明确整改责任，采取扎实有力举
措，限期完成整改任务。同时，深刻剖

析问题产生的根源，举一反三，立足长
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重点领
域、突出问题加强跟踪管理，坚决防止
问题反弹回潮。将深化巩固、充分运
用好巡视成果，以巡视整改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促进全区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舞阳县存在的主要问题：修复政
治生态力度不够，影响部分干部工作
的积极性、主动性；以新发展理念统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存在差距，产业
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民主集中
制原则落实不够到位，财政预算管理
制度执行不严格。县委中心组政治理
论学习出勤率低，基层党委（党组）政
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组织生活制度
落实不够严格，部分农村党支部软弱
涣散，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宽松软；作风
建设抓得不严，懒政怠政整治不力，基
层干部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突出。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有差距，压力
传导逐级弱化，推动巡察效果不够好；
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执纪审查存在
薄弱环节，推进以案促改不够扎实；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现象仍存，“四
风”问题禁而未绝。

漯河市委常委、舞阳县委书记李
亦博表示：省委巡视组指出的问题和
不足，县委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并
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提高政治自觉，坚定政治方向，
严守政治纪律，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舞阳落地生
根；全面抓好问题整改，用最坚决的态
度、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的要求、最
有力的举措，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
改，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干

部选拔任用，持续整治“四风”问题，坚
决惩治腐败，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
新局面。

漯河市郾城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深
入，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够；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宗教
活动缺乏管控，封建迷信滋生蔓延；对
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不彻底，区委
巡察作用发挥不充分；虚增财政收入、
虚夸招商成效等问题突出，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两改”项目推进缓慢。党
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表面化、形式化
倾向明显；基层党的建设工作不扎实，
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突出，战斗
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缺失；执行
编制规定和干部政策不严格，“带病提
拔”时有发生，进人关口把关不严，超
职数配备干部消化不到位；干部队伍
懒政怠政问题比较突出。“两个责任”
落实不力，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禁而不绝；
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高，违规返还土地
出让收入问题突出，工程招投标监管
不严，涉农领域贪腐频发，财务管理乱
象较多。

漯河市郾城区委书记周新民表
示：省委巡视组反馈的意见，一针见
血、切中要害，将严肃对待、诚恳接受，
照单全收、坚决整改。提高政治站位，
把巡视整改作为增强“四个意识”的
具体行动，作为促进郾城区发展的重
要契机，积极对待，主动推进；夯实整
改责任，把抓好整改作为严格遵守政
治纪律的现实考验，认真落实整改责
任，保质保量、按时全面地完成各项整
改任务；务求整改实效，建立并实施

“项目化管理”和“销号制落实”制度，
坚决彻底、不折不扣地抓好整改落实；
深化标本兼治，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深
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真正做到以整改
正风气、推工作、促发展。③7

□本报记者 卢松

如何让监察法入脑入心，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监察法颁布以来，许昌市纪委监
察委主动作为、巧招破题，鸣响“三重
奏”，使监察法迅速成为街谈巷议的
传播热词。

公交普法，让学习宣传活起来

乘客们在翻看手中的监察法宣
传手册，LED 屏滚动显示监察法条
文，车体醒目位置张贴监察法宣传彩
绘……近日，经过精心装扮，许昌市
100多辆载有监察法赠阅手册的公交
车穿梭在市区大街小巷，为曹魏故都
增添了一道靓丽的流动普法风景线。

“这个形式好，坐公交还能学法
律，我给你们点赞！”6月 25日，许昌
市 4路公交车司机师傅小李受到市
民王先生的夸奖。

除了公交普法外，许昌市纪检监
察系统还纷纷创新招数，营造浓厚的
监察法宣传氛围。禹州市开展“5分
钟讲学监察法”活动，纪检监察干部
轮番上台；长葛市纪委监察委“不打
招呼”，会场变“考场”，突击进行机关
干部全员监察法测试；鄢陵县录制 8
期 100 分钟的监察法有声电子书，

“法”声频传；建安区结合扶贫活动，
走村入户宣讲监察法，送法下乡……

一个个新方法，推动监察法宣讲
向基层延伸，监察法精神在基层落
地，有效贯通了学习宣传监察法的

“最后一公里”。

以测助学，打造指尖上的微考场

许昌市纪委把 4 月份确定为监

察法学习月，引导全市纪检监察人员
积极学习贯彻监察法，并于月底举行
了集中测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
测试不是在考场，而是在每个人的手
掌上。

许昌市纪委工作人员介绍，利用
专门开发的“清风莲城”微信公众号
测试系统，全市 2240 名纪检监察干
部在指定时间段进行手机在线测试，
参 试 率 、优 秀 率 、及 格 率 分 别 达
99.95%、92.78%、100%。

配合测试活动，许昌市还综合运
用“互联网+”的推介模式，在市纪委

“清风莲城”网站、微信、微博、手机报
等自媒体平台，开办监察法学习专
栏，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见缝插针
学、随时随地学。

“主官”主讲，既点“麻骨”又点题

在近期举办的许昌市纪委监察
法专题学习交流会上，许昌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主任赵文
峰用两个多小时，与机关全体同志分
享了学习感悟。

“贯彻好监察法，需要我们对表
校准，需要我们流程再造，需要我们
带着问题延伸思考……”赵文峰的发
言结合实际工作、深入浅出，逐一扫
描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大家
对监察法的认识更加深入和系统。

“这次学习既点准了‘麻骨’，切
中要害，又为贯彻落实点了题，可以
说是一次醍醐灌顶的授课。”许昌市
纪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书庆课后表示，

“今后要深学细悟监察法，尽快补齐
业务短板，不断提高监督执纪的能力
和水平，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
治化。”③7

省委巡视组集中向十届省委第三轮
被巡视单位反馈巡视情况

巡视进行时·反馈篇之三

许昌：监察法宣传
鸣响“三重奏”

监察法实施在河南

□本报记者 孙欣

“垃圾堆放在河道边，向当地政府
部门反映多次没有结果，这事谁来
管?”“指定限期恢复被破坏的林地资
源，这事谁监督?”……6月26日，省检
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检察
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情况以及取
得的成效，发布了10起公益诉讼典型
案例。据介绍，自2017年 7月 1日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实施以
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收集公益诉讼案
件线索879件，立案审查714件，办理
诉前程序案件591件，起诉23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检察
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方式，
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监督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自
民说，检察机关在发现公益诉讼线索
后，一般先通过检察建议等诉前程序
解决问题。接到检察建议后，大多数
行政机关都及时纠正了违法行为或
者履行了法定职责。

公益诉讼通过检察建议在守护
绿水青山方面发挥了作用。2017年
6月，浚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
浚县卫贤镇北纸坊村附近的淇河河
道沿岸堆有大片生活垃圾，部分生活
垃圾已经浸入河水，对水体造成了严
重污染。随后，浚县人民检察院向浚
县水利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根据
检察建议，浚县水利局积极行动，对淇
河沿岸和水面的垃圾进行了全面清
理，共清理垃圾250多吨，并完善了淇
河管理保护常态化工作机制。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一
年来，全省检察机关聚焦水、大气、矿
产等资源保护重点领域，办理了一批
牵涉利益众多的生态环境领域案
件。通过检察建议和提起诉讼，全省
检察机关督促收回和复垦被非法改
变用途的耕地 400多亩，督促治理被
污染的水域面积 5000 多亩，督促关
停和整治环境污染企业 180家，为美
丽河南筑牢了一道坚固的司法保护
屏障。③5

守护绿水青山 公益诉讼发力

焦作：生态文明谱写发展新篇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石庆凯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
如是”。连日来，横亘在焦作城区北部
的绿色太行清晰可见，白云千姿百态，
天空格外湛蓝，空气也分外透彻，“焦
作蓝”的图片刷爆了朋友圈。

数据同样明净亮人：2018年 1—5
月，焦作市 PM10、PM2.5 浓度分别同
比下降8.0%和 13.5%；4个省控责任目
标断面2016年、2017年、2018年 1—5
月累计达标率分别为 77.1%、83.3%、
100%；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
水质达标率连续多年稳定在100%。

焦作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全面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和治理力度，坚决打好三大污染防治
攻坚战，凝聚合力，努力推动焦作市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大环保格局齐抓共管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
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
问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道路。”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反复强调。

焦作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改善环
境质量作为事关民生福祉、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来抓，将“持续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列为全市十件重
点民生实事之一，成立了以市长为组
长的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
组，增设扬尘污染防控办公室、燃煤散
烧管控办公室。先后出台了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1+6+7”“1+8”“1+9”制
度、水污染防治攻坚战“1+2+6”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1+3+9”制度，

明确了治理大气、水、土环境污染的
“路线图”和“时间表”，健全了环境攻
坚制度体系。

2016年 7月以来，焦作市委常委
会共研究议题310多个，其中涉及生态
环境保护议题 20个；政府常务会召开
近 60次，其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40多次。市委书记王小平、市长徐衣
显先后二十多次督导检查环保工作，亲
临一线明察暗访。市委各常委、市政府
各副市长按照分包县（市）区、分管工
作，每月开展督导检查，极大调动了各
级各部门参与攻坚的积极性。

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相关责任部
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焦
作市形成了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
协作、区域联动、企业施治、公众参与
的大环保格局。

焦作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党委政
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焦
作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坚持分
级负责、属地管理，坚持“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失职追责”，强调“管行业必须
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产经
营必须管环保”，细化明确各级党委、
政府的主体责任和部门的监管责任。

焦作市人大牵头制定了《焦作市北
部山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市纪委大
力查处北部山区私挖滥采等破坏生态
环境案件；市环保局认真履行统一监管
职责，领导班子全员出动，分片包干，督
导推进措施落实；市发改委组织开展清
洁能源替代、车用汽柴油升级工作；市

工信委积极推进落后产能淘汰、重点企
业搬迁改造、煤炭清洁利用、新能源汽
车推广和企业错峰生产工作；市公安局
开展“太行亮剑”行动，大力开展黄标
车、渣土车、大货车限行禁行。

市住建、城管、国土、工商、质监、
林业、水利、园林、畜牧等部门也大力
开展各自领域的环保工作，联防联控
机制初步形成。

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齐头并进

今年新春伊始，焦作市即对生态
环境治理工作进行部署，全民共治、源
头防治、标本兼治，统筹打好大气、水、
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推动全市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省政府对焦作市2018年下达的空
气质量目标为：PM10年均浓度120微
克/立方米以下，PM2.5年均浓度73微
克/立方米以下，全年优良天数 211天
以上。焦作市立足市情，将通过优化三
大结构、突出三项管控、开展五大专项
行动，确保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加快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施中
心城区三年改造提升行动，集中供热管
网普及率达到80.9%，燃气普及率达到
95%；积极推进清洁型煤替代，建成43
个洁净蜂窝煤生产供应中心、55个配
送网点，实现全市乡村人口全覆盖。

着力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前完
成了 32台 10 吨以上、65吨以下燃煤
锅炉提标改造任务以及 12 家电厂燃
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完成 105
家医药、农药化工类等企业的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治理；2018年将全面启动

城区46家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完成10
家工业企业搬迁改造。

逐步改善交通运输结构。新建了
10套垂直式机动车遥感监测设备和 2
套移动式机动车遥感监测设备，累计
检测入市机动车425805辆次，发现超
标车辆 3682辆；划定了高排放非道路
移动机械禁用区。

突出扬尘污染管控，成立了市扬
尘污染防控办公室，统筹全市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突出重点区域管控，强化
沿太行山污染传输通道区域环境综合
整治，继续实施8个产业集聚区环境综
合整治；突出重点时段管控，183家企
业全面落实错峰生产管控。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重中之重，
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同样至关
重要。

焦作市水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抓
好五大提升工程：提升地表水断面水
质、提升城乡生态环境、提升水污染防
治能力、提升饮用水源保护能力、提升
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加强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全面实施
企业废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完成 15
家造纸、皮革等行业企业清洁化改造；
对全市涉磷企业开展总磷专项整治；建
成运行 17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
能力达75万吨，全部达到一级A标准。

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市建成
区 14条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开展畜禽
养殖场污染专项治理，累计完成 500
家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同
时，开展重金属污染治理。

今年，焦作还全面启动土壤污染防

治攻坚战。开展土壤污染详查，推进农
用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严
格管控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源。

挑战中不畏艰险奋力前行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经过环
保硬仗的考验，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
为广大焦作干部群众的共同价值追
求，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的责
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普遍增强，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全市上下
攻坚克难的决心前所未有。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成功创建；
大沙河、新河生态治理项目顺利推进；
完成森林资源培育 22万亩，建成公路
绿色廊道220公里，成功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温
县陈家沟村等 4个村入选第五届全国
文明村镇，武陟西滑封村、孟州莫沟村
被命名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武陟杨庄
村被评为全国环境整治示范村……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城
市空气质量、主要河流水质、城市绿地
率和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天蓝、地绿、
山青、水秀的美丽焦作正在徐徐展开。

成绩面前，焦作市委、市政府已然
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全市环保形势依然
不容乐观。一方面，结构调整、转型发
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受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地理位置、资金保障等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环境质量改善形势
紧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整
体生态环境离“天蓝、地绿、水清”的要
求，离美丽焦作的梦想和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还存在不小差距。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是党中
央、国务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制度安排，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的重大举措。焦作市将以此次督察

‘回头看’为契机，坚决打好打赢三大
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生态环境
质量改善。”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表示。

成绩面前，不骄不躁；压力前面，
砥砺前行，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定
不移前行在路上——

持续削减煤炭消费总量，确保 10
月 底 前 城 区 集 中 供 热 普 及 率 达 到
85%，完成省定 8 万户双替代改造任
务，确保 2018年年底前市建成区实现
散煤清零。按期完成 59 家省定工业
污染治理任务，基本实现电力、有色、
化工、建材、钢铁行业重点企业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全覆盖。逐步改善交通
运输结构，大幅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

以全市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
强化断面达标整治，确保 4个省控断
面和 18个市控断面全面稳定达标、水
质持续改善；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不断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强化涉
水企业执法监管和黑臭水体整治，确
保城市建成区内全面消除水体黑臭，
县市区工作全面展开。

坚持“污染预防、风险管控、治理修
复”三位一体，继续深入开展土壤污染详
查，严格管控各类污染源，强化耕地土壤
环境保护，防范建设用地环境风险，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

坚决打赢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是民生之本、民心所向、民意所在，焦
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意志，严明责
任、齐抓共管，毕其功于此役，推动焦
作早日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在中原
崛起中更加出彩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记者从6月
23日召开的全省露天矿山开发与综
合整治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我省将加
强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强力推动矿山
企业绿色发展，力争到 2020 年，形成
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矿业发展新
模式。

会议提出，新建露天矿山要严格
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进行建设和运
营管理；已设露天矿山 2020年前要全
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实现矿山
地质环境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生产废水循环利用，矿
山粉尘有效防治，矿山环境显著改

善。自然保护区、景观区、居民集中生
活区的周边和重要交通干线、河流湖
泊直观可视范围等“三区两线”，以及
特定生态保护区周边，禁止露天开采
范围内的露天矿山要在 2020 年年底
前全部整改关闭到位。

按照中央要求，从 2016 年开始，
我省采取多种手段加强矿山开发与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自然保护区矿业权
退出工作取得较明显成效，退出率已
超过 80%；“三区两线”露天矿山综合
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年 5月
份，省国土资源厅组织 3个督导组，对
涉及露天采矿的重点市、县进行了分

片督导，进一步推动了露天矿山的综
合整治，我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取得
明显成效。

根据要求，我省将统筹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和矿产资源开发，努力做到
管得住、保安全、供得上。为此，我省
将强化规划源头管控，严格露天矿山
准入。对“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
区等重点区域禁止开采范围不够明确
和需要进一步优化的县，必须于今年6
月底前对规划完成补充完善工作。严
格建材类露天矿山总量控制，特别要
严格建材类露天矿山规模和安全条件
准入，新设建筑石料类矿山储量规模

必须达到 1000万吨以上，年开采规模
必须达到 100 万吨以上，矿山安全距
离不得小于300米。

与此同时，我省加快关闭退出的
矿山和历史遗留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
作，创新矿山地质环境整治与土地复
垦机制，引入各种资金进行整治，尽快
恢复矿区的绿水青山。

目前，我省正在制定建筑石料石
材、煤炭、冶金等 7个主要行业绿色矿
山地方标准。省国土资源厅正在组织
编制绿色矿山建设评估指南，为评估
绿色矿山建设成效提供依据，扎扎实
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③8

露天矿山要建成绿色矿山
我省积极制定7个主要行业绿色矿山地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