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要把落
实整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案件
当作政治任务，举一反三，深入查
处。”6月 27日，长垣县委书记武胜军
表示，要坚决做到“四个不放过”，
即：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追
究及法律追究不到位不放过、长效机
制不健全不放过、日常巡查督察制度
不落实不放过。

长垣县对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
的案件迅速处理，深入查找工作中
存在的薄弱环节，对全县工业企业
进行全面排查。围绕“蓝天、碧水、
净土”三个方面，长垣县打出了环
保“组合拳”：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长垣县通
过开展散煤治理、重型运输车辆尾气
治理、餐饮油烟治理等常态化活动，强
化“六控”（控尘、控煤、控油、控车、控
排、控烧）措施，持续改善全县空气环
境质量。蓝天保卫战成效明显，长垣
县空气优良天数由4月份的15天增加
至5月份的19天。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长垣县坚持
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保障
饮用水安全，境内水体水质逐步改

善。目前，该县省控出境断面水质控
制 在 省 V 类 水 之 内 ，水 质 达 标 率
100%。

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长垣县持
续开展土壤污染源详查工作，开展了
43 家重点企业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
28 个点位小麦种植土壤采集上报工
作；开展涉危企业排查整治，要求 18
个乡镇（街道）及 594 个行政村、16
个社区签订了承诺书，加强对 324 家
涉及危险废物单位管理，建立了管理
台账；加大面源污染管控，持续开展
畜禽养殖整治，规模化以上养殖场综
合整治率 100%。

长垣县强化环境执法监管，坚持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严厉
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环
境权益。该县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水污染防治、辐射安全、“绿盾
2018”自然保护区等专项执法行动，实
施“双处罚、双追究”机制，从重从快惩
治环境违法行为，共检查各类企业
500余次，立案查处96家，移交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案件 1起，查封扣押 1家，
并对自然保护区内2家养殖场、1个赛
车场等相关设施进行拆除。③5

长垣：做到“四个不放过”
打出一套“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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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别样红 中原更出彩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张
珂）6 月 30 日，巩义市竹林镇召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暨七
一表彰大会”，对评选出的 3 个先进
基层党组织和 50名“最美党员”进行
了表彰。

“通过‘三评’产生的优秀基层
党组织和最美党员，个个过硬，我们
都服气。”在表彰大会上，竹林镇居
民苏新贞说。

从 1983 年开始，以“群众评党
员、党员评支部、支部评党委”为内

容的“三评”活动在竹林镇已经持续
开展了三十多年，郑州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竹林镇党委书记赵明恩
介绍说:“竹林镇的发展，关键在于

‘党建领镇’，建设了一个好班子，形
成了一套好制度，我们的‘三评’在
每年 6 月和 12 月各开展一次，雷打
不动，从未间断。”

“三评”是竹林镇“党建领镇”的
有力抓手。长期以来竹林镇一直将

“党建领镇”作为战略发展的第一要
务，努力强本领、转作风、聚民意，统

领和推动全局工作快速发展，经济实
力、城镇面貌、社会事业、精神文明建
设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发展，居民群
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三评”持续 36 载，众多专家学
者把这里当作全国城镇化建设和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先进案例进行研究
和推广。

据介绍，本次“三评”历时半个
多月，全镇共召开大小会议近百场，
参会人员达 2 万余人次。支部书记
上党课、外出参观学习、重走创业之

路、千人大讨论、逐支部观摩等形式
多样的集体活动将竹林镇第 71 次

“三评”推向了高潮。
研究者和观摩者看到，竹林能从

30多年前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成长为
荣获 20 多项国家级荣誉的明星镇，
正是因为“三评”的出现，农村基层
民 主 监 督 机 制 得 以 在 这 里 扎 实 推
进。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共谋发
展，党员干部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已经成为
竹林镇经济社会生活的常态。③7

赫光：华北第一个人民政权的创建者之一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6月 29日，
全省首届党建主题摄影展在郑州开
幕。为庆祝建党 97周年和改革开放
40周年，并为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营造浓厚氛
围，省委组织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共同主办此次活动。

据悉，这次展出的130件作品是从
1760件作品中遴选出的优秀作品。这
些作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打好“四张牌”、抓

党建促脱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中央
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全方位、多角度展
现了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践行“两学一
做”的精彩瞬间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
果。摄影展从即日起在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五楼展厅展出 10天，随后将在
部分省辖市、高校、企业等巡回展出。

据省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些摄影作品主题鲜明、政治性强、贴
近群众，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提供了
生动鲜活的学习教育资源。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通讯员 武
鹏亮）6 月 30 日，记者从省文化部门
获悉，讲述“时代楷模”燕振昌先进事
迹的电影《燕振昌》于 6 月 27 日晚首
次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展播。据
悉，这也是献礼建党 97周年央视电影
频道播出的全国首部英模题材主旋
律电影。

电影《燕振昌》根据已故长葛市坡
胡镇水磨河村原党委书记燕振昌的事
迹改编而成。燕振昌扎根农村 44年，

把一个“十年种地九年荒”的贫困村变
成了长葛市第一个亿元村，为群众办
了大量好事实事，终因积劳成疾，病逝
在工作岗位上。2016年，燕振昌被中
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成为全国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先进典型。
该片由求是影视中心出品，省委

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纪委，许昌市
委、市政府和北京合力桨影视公司等
单位联合摄制。观众可登录央视网观
看。③9

全省首届党建主题摄影展开幕

电影《燕振昌》在央视电影频道展播

6月29日，西峡县城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近年来，该县全力打造“山城、水城、绿城”新形象，一座集“山、水、绿”于一体的宜居山城清新如画。⑨3 靳义学 封德 摄

党建“三评”带出美好竹林

长效机制关键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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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截至 2018 年 6月 30 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
信访举报件共 33 批 4704 件。其
中，郑州 1166件，已核查办理 895
件；开封 144 件，已核查办理 84
件；洛阳 436 件，已核查办理 285
件；平顶山 204 件，已核查办理
122 件；安阳 260 件，已核查办理
158件；鹤壁 83件，已核查办理 50
件；新乡 253 件，已核查办理 151
件；焦作 213 件，已核查办理 139
件；濮阳 121 件，已核查办理 77
件；许昌 159 件，已核查办理 85
件；漯河 69件，已核查办理 36件；
三门峡 118件，已核查办理 66件；
南阳 441 件，已核查办理 226 件；
商丘 111件，已核查办理 74件；信
阳 233 件，已核查办理 158 件；周
口 96 件，已核查办理 63 件；驻马
店 165 件，已核查办理 104 件；济
源 105件，已核查办理 58件；巩义

79 件，已核查办理 57 件；兰考 12
件，已核查办理 9 件；汝州 54 件，
已核查办理 34 件；滑县 29 件，已
核查办理 20 件；长垣县 13 件，已
核查办理 8件；邓州 49件，已核查
办理 36 件；永城市 13 件，已核查
办理 5件；固始 43件，已核查办理
27 件；鹿邑 11 件，已核查办理 7
件；新蔡 11 件，已核查办理 8 件；
航空港区 13 件，已核查办理 10
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
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前 24批
信访举报件总计 3052 件，经各级
联审、案卷规范，并通过现场核查
的有 2322 件。其中，边督边改进
度较快、办结率较高的有平顶山
市、鹤壁市、驻马店市、长垣县、新
蔡县、航空港区；边督边改进度较
慢、办结率较低的有郑州市、三门
峡市、济源市、鹿邑县。

永葆绿水青山
——七大关键词看河南环境保护系列报道之“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永葆绿水青山，既要着眼治标措
施，更要立足治本的长效机制，破解环
境保护深层次、根本性问题。近年来，
我省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创
新成果。

把污染防治纳入法治化轨道

今年 3月 1日起，《河南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实施。条例明确了政府
及相关部门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主要
责任，提炼形成多项具有河南特色、易
于操作的制度规范，细化重点领域大
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大了对环境违法
行为的处罚力度。

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河南省
节约能源条例》施行。条例完善了节能
监督管理体制、节能市场化机制等内
容，全面深化节能工作。

目前，《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正在加紧修订中。

颁布、修订地方法规，把污染防治

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对我省保护和改
善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
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省陆续出台的《扬尘污染防治
标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
则》等 8个行业 27项标准，为依法治
污提供了依据。

经济手段治污

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要靠严格的
制度措施。

去年5月开始，我省在全国率先实
施月度生态补偿制度。按照“谁污染、
谁赔偿，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每月
对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进行扣缴
和补偿生态补偿资金，发挥财政资金引
导作用，以经济手段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工作，倒逼地方党委政府落实环保主体
责任，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我们深刻地
认识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一位地方干部在这
项制度出台后感叹。

我省的月度生态补偿制度实施已
满一周年，扣缴和补偿的累计金额均
突破 2亿元。让好的真得利，让差的

坐不住，推动大气、水污染治理，该制
度发挥出来的引导作用正不断显现。

摈弃“一刀切”管控

“2016 年我们上马碳素项目时，
接到环评要求，排放标准要按照加严
的特别排放限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污染物排放要削减一半，需要多投入
2000多万元加装环保设施。”焦作万
都（沁阳）碳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史志
立回忆，当时他们很不情愿，但为了投
产，最终按加严的标准建设项目。

2016年下半年之后，大气污染防
治要求更严，这家企业开始尝到了甜
头。秋冬季管控时，不少小型碳素厂
因达不到加严的排放标准停产，而这
家企业只须限产一半产能。

这种差别化管控的政策，就是我
省在全国首创的绿色环保调度制度。
在采暖季错峰生产时，摈弃“一刀切”，
以企业实际污染物排放水平来确定停
限产范围，推动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日常的排污管理，也发生较大变
化。

2017年我省开始核发新版排污许
可证，截至2017年 12月 31日，全省共

完成14个行业963家企业的排污许可
证核发，并在网上公开信息，任何人都
可以查询企业的生产信息、排污信息、
排放口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企业须持证按证排污，环保部门
加大对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的处罚
力度，提升了环境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促进全民治污

当遇到工地扬尘污染、“散乱污”
企业排污、违规使用散煤、机动车冒黑
烟、超标排放污水等身边的污染问题
时，你可以通过拨打 12369电话或登
录12369微信平台举报。

2017年 5月下旬我省正式实施污
染有奖举报制度，开通了举报渠道，并
对举报人进行 500元、1000元、2000
元、5000元、5万元不等的奖励。群众
参与的积极性高涨，全省环境污染举
报件数量大增，仅省环保厅每周接到
的举报件就有千件。郑州市还实行了
以微信红包发放奖金的便捷方式，今
年郑州市又进一步探索实施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制度。

全民治污、合力攻坚的社会氛围
正进一步形成。③5

6月 29日，郑州市郑
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康
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
郑州市九十六中开展了
“一心跟党走”文艺会演
暨志愿者表彰活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
年。②10 侯文杰 摄

今年清明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的杨郎农民广
场，2000余名中小学生庄严肃穆地在
革命烈士赫光塑像前献花、默哀。这
样的纪念活动，在赫光的家乡每年都
会举行。

赫光，原名万锡绂，字季玺，1902
年 2月出生在甘肃固原县杨郎镇万家
堡子村（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
杨郎村）。赫光8岁入私塾读书，16岁
考入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1922年考
入北洋军阀举办的洛阳讲武堂学习军
事，开始接触到无产阶级思想。

赫光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冬，赫光被中共豫陕特委派到
安徽阜阳国民党四十七军高桂滋部，

从事兵运工作。1927年，在革命遭受
挫折的血雨腥风的岁月里，赫光不顾
个人安危，仍坚持利用在敌军部任职
的隐蔽条件，沉着机警地在敌营发展
了一批共产党员。

1931年高部到山西平定驻防时，
他已在军中发展共产党员 50 多名。
1931年 7月 4日午夜，“平定兵变”爆
发。经与敌军进行短兵相接的激烈战
斗，起义部队共有 1100 余人冲出包
围。部队集结后，谷雄一宣布中央决
定：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十四军正式成立，任命赫光为军长，
窦宗融为副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

随后，部队打起绣有“中国工农红
军第二十四军”字样的红旗，向五台山
地区挺进。沿途红军击溃敌保安团阻
挠，顺利到达河北阜平，受到老百姓热
烈欢迎。到达阜平次日，红军就释放了
囚禁在县城的“政治犯”，第三天在阜平
召开了群众分粮大会，给当地百姓放粮
3万余石。经过释“囚”、放粮义举和宣
传动员活动，当地群众对红军有了良好
的印象。赫光与其他同志一起酝酿，决

定建立阜平县革命政权。7月26日，中
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大会召开，郑
重宣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红二十四军的创立和阜平苏维埃
政权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华北，极大地
鼓舞了受压迫劳苦群众的革命信心，
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已，必欲除之
而后快。8月，国民党军石友三部第
27旅采取阴谋诈降的手段，诱骗红军
前来受降。

8 月 11 日，赫光在前去改编“投
降”的敌军时，遭荷枪实弹的顽敌包
围。随后，身材魁梧的赫光与敌人英
勇搏斗，最后寡不敌众，不幸倒在了血
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

（据新华社银川6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