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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0 月 19
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组长王国生主持召开十届省
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三次、第四次会议精神，部署
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研究我省机
构改革工作。省长陈润儿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第四次
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把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决
策部署作为政治任务，把改革重点放
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投入更多精
力、下更大力气抓好改革落实，不断

把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
会议传达了中办、国办《关于印

发〈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听取了我省机构改革有关工作的汇
报，研究了《河南省机构改革实施方
案》，审议了《河南省关于市县机构
改革的总体意见》。会议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坚
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
《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提高政治
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有组织有步骤有纪律推进我
省机构改革，不折不扣完成好中央
部署的改革任务。③8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为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
督察的重要决策部署，2018 年 6 月 1
日至 7月 1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
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河南省第一轮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
头看”，针对大气污染问题统筹安排专
项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向河南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反
馈。督察组组长朱之鑫通报督察意
见，省委书记王国生作表态发言，省长
陈润儿主持反馈会，督察组副组长赵
英民和督察组有关人员，省政协主席
刘伟等省领导，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等参加了会议。

督察认为，河南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把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积极推动思想转变，不断完善环
境保护责任体系，努力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整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2016 年 7月以来，省委常委会会
议、书记专题会分别涉及生态环境保
护议题 11次、4次，省政府常务会涉及
生态环境保护议题 18次，不断强化工
作部署。发布实施《河南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等地方性法规标准。修订实施
《河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暂行办法》《河南省水环境质量生态补
偿暂行办法》，对各地环境质量改善情
况实行阶梯奖罚、按月兑现。各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共支偿大气环境质
量生态补偿金 2.2亿元、水环境质量生
态补偿金 1.03 亿元，有效提升各地政
府攻坚治污的积极性。努力将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责任和压力向市县传导，
2016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
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问题 1500余起，
问责 2500余人，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

2016年以来，全省聚焦重点源头、
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狠抓治污措施落
实，燃煤发电机组均已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完成10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
炉拆改 3492台，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44.77 万 辆 ，查 封 取 缔“ 黑 加 油 站 ”
11690 家；安装 1 万多套高空视频探
头，有效助力秸秆禁烧工作。

2017年，全省 PM2.5浓度同比降
幅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排名第二，扭转
了多年来持续上升的被动局面。2017
年以来，完成黑臭水体治理 111处、村
庄环境综合整治 1200个，关闭搬迁规
模养殖场 2081家，建成城市污水处理
厂15座，新增处理能力79万吨/日。94
个国家水质考核断面中，劣Ⅴ类断面比
例10.1%，同比降低5.6个百分点。

河南省高度重视此次“回头看”工
作，边督边改，立行立改，推动解决一
大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督察组交办的5477
件生态环境问题已基本办结。责令整
改 2769 家 ；立 案 处 罚 342 家 ，罚 款
1938 万元；立案侦查 65 件，拘留 36
人；约谈403人，问责1053人。

督察指出，河南省第一轮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整改虽然取得了重要进
展，但部分责任落实“挂空挡”，部分整
改任务没有按照要求完成，在一些地

区和领域甚至还存在敷衍整改、表面
整改、虚假整改等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还不到位。一些领
导干部重发展、轻保护，对国家化解过
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总体要求认识不
到位、落实打折扣，也制约了全省污染
防治工作深入开展。

整改调度、督办工作不够扎实，督
察整改领导小组很多工作由设在省环
境保护厅的办公室推动，日常仅以督
办函的形式调度整改进度，未按各部
门职责分工开展现场检查，导致上报
情况与实际明显不符，上报整改完成
率达到 83%，实际仅为 64%。考核工
作 流 于 形 式 ，2016 年 商 丘 、洛 阳
PM2.5、PM10 平均浓度大幅上升，但
大气考核结果均为合格；2017年多数
地市未完成优良天数考核目标，但都
通过了考核；郑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没
有达到河南省确定的目标要求，但仍
被评为优秀，并获得奖金 150 万元。
问责存在水分，河南省提供材料显示，
安阳、新乡等地一些干部因环境问题
受到警告、记过处分，而实际仅为通报
批评或诫勉谈话。

部分地区对待督察整改态度消
极，2017年 6月以来，信阳市委常委会
一直未研究生态环保工作，直到中央
领导同志对非法采砂问题作出重要批
示后，才于 2018年 5月 27日研究过一
次。安阳市内黄县党委、政府很少研
究环保工作，2018年以来，仅在4月陶
瓷产业园环境污染问题被中央媒体曝
光后才开会研究。

二是敷衍整改问题比较明显。对
黄河湿地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不
够，整治不力，投入较少。2016 年、
2017年，中央分别下达河南省黄河湿
地保护资金4300万元和4400万元，但
省级财政仅配套投入 230万元和 210
万元，新乡、洛阳两地市级财政甚至未
安排配套资金。黄河湿地保护区核心
区和缓冲区内存在3家非法企业，三门
峡灵宝市不仅未予清理，反而于 2017
年 3月通过政府办公会专题研究，同意
相关企业延期缴纳2016年排污费。

河南省水污染治理攻坚工作拖拉
滞后，列入方案的 72个重点工程未能
如期建成，占比30.4%。省住建厅推进
整改力度不够，工作计划与省政府攻
坚方案要求严重脱节，导致任务和目
标严重缩水。濮阳市 2017 年应完成
13个重点治理项目，有 7个未按期完
成；郑州市金水区索须河、惠济区金洼
干沟等均未按期完成治理任务，河水黑
臭严重。新乡市水环境治理工程推进
滞后，纳入整改方案的4座污水处理厂
未按期完成，还有一些治理项目一拖再
拖，甚至不了了之；全市仍有 127个入
河排污口未完成整治，市区周边每天约
2万吨生活污水直排卫河。全省县级以
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仍有 290余个
环境问题没有解决到位。多数地方矿
山环境整治工作无明显进展。

三是表面整改问题比较多见。有
些干部认为，“督察一阵风、躲过就轻
松”，没有必要较真碰硬，导致部分问
题“以停代改”。2016 年督察与此次

“回头看”重复举报问题达 170 件，督
察组随机抽查 21件，发现 8件查处不
实。2016年督察期间，群众举报焦作

孟州市南庄镇皮革企业向废弃土坑排
放污染物，孟州市政府以皮革企业已经
停产为由认定举报不实。但经核实，
当地 98家皮革企业在 2016年督察后
又违法恢复生产，此次“回头看”进驻
前10天才紧急停产、应对督察，近万吨
含铬污泥长期非法倾倒至废弃土坑，
严重污染周边环境，群众反映强烈。

洛阳市义煤集团新义煤业有限公
司 2016 年以来因废水直排金水河多
次被群众举报，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对
其累计下达整改督办通知 33份、实施
处罚6次，但义煤集团及其上级公司不
以为然，省国资委履职不力，对企业存
在的环境问题长期不重视、不解决，问
题“一犯再犯”。

河南省“十三五”减煤方案发布
后，部分地方煤炭消费量不降反升，三
门峡、平顶山两市 2017年煤炭消费总
量比 2015年分别增加 272万吨和 384
万吨。省发展改革委在开展减煤目标
考核时，有意规避 2015年以后投运火
电机组新增耗煤量，工作不严不实。

四是假装整改问题仍有发生。信
阳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处理设施运行
记录造假，渗滤液调节池直通城市污
水管网，违法违规严重。范县垃圾填
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长期损坏停运，
但督察时临时开启设施应对，并编造
运行记录；范县城市综合管理局作为
主管部门执法犯法，安排施工队埋设
暗管将渗滤液直接接入市政管网。洛
阳市汝阳县斜纹河非法采砂依旧存
在，采砂许可证等制度形同虚设，在

“回头看”进驻后，汝阳县水利部门凭
空编造2016—2017年巡查记录、行政
处罚案卷，并由河道管理人员伪造签
名手印，性质恶劣。

2016年督察指出濮阳市丰利石化
公司以拆分审批方式违规建成 260万
吨/年限制类炼油石化项目，此次“回
头看”发现，该公司不仅没有整改，而
且还顶风而上，筹划建设的新项目实
际仍属于限制类炼油石化项目。洛钢
集团落后烧结机整改后又未批先建两
座电炉，打着合金钢的幌子生产普通
建筑用钢。平顶山鲁山县以“清障疏
浚”名义行砂石开发之实，县政府公开
拍卖“清障疏浚”工程获利 2306万元，
多家“清障疏浚”企业在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设置大量砂石加工点，现场管理
粗放，废水直排河道，饮用水安全受到
严重威胁。

专项督察发现，河南省结构调整
和产业转型迟缓，散煤和扬尘管控不
够有力，机动车污染日益凸显。

结构性污染问题突出。2017年全
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等污染
物的排放强度分别高达全国平均水平
的 3.94、3.93和 2.91倍。郑州市“火电
围城”问题突出，安钢集团对安阳市区
污染贡献较大。全省铸造企业数量
多、规模小、入园率低，治污设施不完
善。洛阳市汝阳、伊川、偃师等地铝石
煅烧和棕刚玉企业普遍管理粗放，治
理不到位。洛阳市庞村、寇店、李村等
乡镇家具制造小企业达 400 多家，而
统计上报仅十几家，这些企业厂居混
杂，装备落后，治污设施简陋且运行不
正常，挥发性有机物和粉尘污染突
出。郑州市、巩义市有各类碳素企业

50多家，经过多轮整治，污染问题依然
多见。

散 煤 和 扬 尘 管 控 力 度 不 够 。
2017 年河南省煤炭消费总量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 13.2 个百分点，能源结
构高度依赖煤炭。散煤管控不力，洁
净型煤推广使用不够，2017—2018年
采暖季全省洁净型煤累计销售 253万
吨，仅占需求量的 42.2%，且主要集中
于焦作、新乡、洛阳三市，占销售总量
的 54%，产销不均衡问题突出。扬尘
管控工作时紧时松，2018年 1—3月，
7个传输通道城市平均降尘量为10.57
吨/平方公里·月，但次月就反弹到
15.58吨/平方公里·月；2018年 5月检
查发现，4589个施工场地中有2238个
存在扬尘污染问题，占比高达 48.7%；
新乡卫辉市、辉县市境内国道 107、省
道 306和 229车流量大，道路破损，扬
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机动车污染监管滞后。河南省柴
油车约占机动车保有量的 21%，污染
问题十分突出，但相应的监督管理十
分粗放和滞后。近年来，濮阳市路检
达 2万多辆，尾气超标 389辆，仅处罚
32辆，罚款 6150元；焦作沁阳市是晋
煤外运通道，来往货车众多，仅 2018
年 5月开展过一次路检；新乡市 2017
年对 27万辆机动车实施尾气检测，但
从未对超标车辆进行过处罚。

督察要求，河南省委、省政府要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
任，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
岗双责。要切实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
关系，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坚决打
赢蓝天保卫战；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河流污染治理，着力打好碧
水保卫战；要切实做好生活垃圾处理
处置，推进固体废物监管，打好净土保
卫战。要依法依规严肃责任追究，对
于落实责任不力的问题，要责成有关
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并按
有关规定严肃、精准、有效问责。

督察强调，河南省委、省政府应根
据督察反馈意见，抓紧研究制定整改
方案，在 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
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
规定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
规定移交河南省委、省政府处理。

王国生在表态发言时表示，要提
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科学指引，把抓好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
问题，作为检验树牢“四个意识”、落实

“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坚守“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进一步
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要以抓好整改落实为契
机，全面查找问题，深刻剖析原因，综
合施策，精准发力，坚决打好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推动河南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要强化党的领导，把生
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融入到党的建设各
方面，为建设美丽河南提供坚强保证，
以整改落实的实际成效向党中央和全
省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③6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10 月
20日，在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省
委、省政府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
况后，我省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反馈意见整改动员暨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部署会。会议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动员全省上下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强烈的使命担当，抓好反馈
意见整改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各项工作的
落实。

省委书记王国生出席会议，省长
陈润儿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刘伟
等省领导出席会议。

陈润儿指出，要克服督察“过关”思
想，坚定过硬决心，切实抓好问题整改。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
抓好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作为检验政治担
当自觉不自觉、“四个意识”牢固不牢固、

“两个维护”坚定不坚定的重要标尺，立
即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确保反馈
意见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月月
有通报，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
到位不交账、验收不过关不收兵，高质量
完成整改任务。

陈润儿强调，要端正环保“过头”认
识，落实过硬举措，持续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坚决克服松懈情绪，扎实推进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全民治污，既着力减
污又着力防污，做到减防并举；既治理
点源又治理面源，做到点面结合；既抓
好治标又抓好治本，做到标本兼治；既
坚持严管又坚持严控，做到管控从严，
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陈润儿指出，要纠正问责“过分”看
法，强化过硬担当，积极主动履行环保责
任。压实党政领导责任，真正把环境治
理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
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强化法治手
段、完善经济手段、加强技术手段，压实
企业治污减排的主体责任，提高污染防
治的自觉性、主动性；压实部门监管责
任，各级环保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督管理、
环境执法的责任，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协调联动，形成共同履职、各司其职的工
作格局；压实公众参与责任，广泛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环境保
护人人有为、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形成同
呼吸、共命运的良好氛围。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进行安排
部署。他强调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工作，要在“精准、精细、精确”上下功
夫，狠抓冬季清洁取暖建设，狠抓“散乱
污”企业综合整治，狠抓燃煤散烧污染治
理，狠抓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狠抓扬尘面
源污染防治，狠抓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强
化责任担当，确保攻坚成效，坚决打赢蓝
天保卫战。③8

推动制造业开放合作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开放合作和高质量发展

10月31日-11月2日 活动热线：0371-65507663 65509866
还有 天6

距中国距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开幕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开幕

十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召开第十七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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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河南省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

习近平对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03│要闻

暨第二届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际摄影大展

距11月 18日开幕还有 天28

第十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

习近平致电祝贺国产大型水陆
两栖飞机AG600水上首飞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