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力文

省委省政府第二批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各地以来，深入开展抽查核查、
走访询问、调阅资料、交办案件等工
作，持续推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加快落实，着力发
现和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又接连公开曝光了部分典型案件。

11 月 19 日 16 时，省委省政府第
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鄢陵县精城建材
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
未执行鄢陵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
挥部办公室于 11月 18日零时启动的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Ⅲ级）响应管控
措施，违规进行生产，出入车辆未经冲
洗平台带泥上路，物料运输车辆未进
行有效覆盖等问题。

11 月 23 日至 24 日，省委省政府
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郑州市多所高
等院校餐饮服务单位进行了抽查，抽
查8所院校的9个校区餐饮服务单位，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餐饮油烟污染问
题。河南警察学院餐厅油烟集排气系
统均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油烟未经
处理由楼顶直接排入环境。河南中医
药大学安装的油烟净化设施管理不
善，未使用或长期未清理，油污四溢，
另有 7 个排口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油烟净化设施陈旧
老化，不能正常使用，且没有清洗维护
记录台账，垃圾中转站脏乱差。郑州
大学高新区校区荷园一、二餐厅1台油
烟净化设施损坏，2个排口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部分油烟净化设施未启用，
安装净化器设施的天台地面及太阳能
板遍布油渍。河南工业大学嵩山路校
区一、二、三餐厅均存在部分灶头未安
装集气罩，部分油烟净化设施未使用；
河南工业大学高新区校区第一餐厅15
个油烟净化设施未启用，天台排口地
面多处油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餐厅
部分油烟净化器未启用，楼顶2台油烟
净化设施与风机连接处破损严重，油

烟直接排入环境，油烟净化设施清洗
不及时。中原工学院中原路校区餐厅
4个餐饮油烟排口未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1台油烟净化设施损坏，油烟直接
排入环境，部分灶头未安装集气罩。
河南工程学院桐柏路校区餐厅 8个排
口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天台地面、墙
壁遍布油渍。

11月 16日，省委省政府第四环境
保护督察组在对永城市欧亚路的观湖壹
号项目现场检查发现，该建筑工地现场
搅拌砂浆，物料未完全覆盖，“六个百分
之百”措施落实不到位，“三员”管理制度
形同虚设，工地出入口道路泥泞不堪。

11月 19日，省委省政府第六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濮阳市南环路片区现场
检查发现，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管
控期间，12家拆迁工地和建筑工地均
未落实“六个百分之百”管控要求，扬
尘污染问题突出。

11月 13日，省委省政府第八环境
保护督察组进驻鹤壁市第一天，收到

群众关于盖族沟黑臭水体扰民问题举
报电话多达6件。经查阅相关资料，盖
族沟恶臭扰民问题 2017 年就有相关
媒体报道，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多次交办，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福源小区、金山工业园区及盖族沟沿
线进行摸排，发现盖族沟黑臭现象明
显，沿岸居民长期受恶臭困扰，群众反
映强烈。

11月 22日，省委省政府第九环境
保护督察组根据群众举报，对济源市思
礼镇九里沟石英砂厂进行现场检查发
现，该企业以钢渣为原料，正在进行粉
碎作业，现场管理混乱，无集中收集除
尘设施、无围挡、无洒水、物料露天堆放
等问题，厂区及周边扬尘污染严重。

督察组指出，上述问题暴露出部分
排污单位环保意识淡薄、社会责任缺
失、主体责任不落实；也反映出当地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不严不实，监
管存有盲区，跟踪问效不够，致使一些
污染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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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刘勰）近日，省纪委
常委会召开会议，以民主生活会的形
式，深入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办公厅《关
于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在秦岭北麓西
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上严重违反政治
纪律以及开展违建别墅专项整治情况
的通报》精神，落实省委通知要求，对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河南的重要指示批示情况开
展“回头看”，查找问题不足，研究整改
措施。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
委主任任正晓主持会议并讲话。

任正晓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准确把握政治机关职能定位，
认真对照中办《通报》精神，切实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

进去，认真反思，全面自查，整改提
高。要深刻警醒、引以为戒，自觉从
思想深处、工作实处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落实“两个维护”，坚决杜
绝类似问题在我省发生。要明确定
位、履职到位，高悬执纪问责利剑，为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有关问题
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要担当作
为、一抓到底，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部署的
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会上，省纪委监察委领导班子成
员认真对照中办《通报》精神和省委
通知要求，结合学习和工作实际分别
作了发言。③4

本报讯（记者 樊霞）11 月 27日
上午，中共河南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
室正式挂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黄强出席挂牌仪式。

按照《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中
共河南省委组建省委审计委员会，作
为省委议事协调机构，其办公室设在
省审计厅，接受省委审计委员会的直
接领导，负责处理委员会日常工作。
同时，优化省审计厅职责，将省发展
改革委的重大项目稽察职责，省财政

厅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
情况的监督检查职责，省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国有企业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省管国有企业
监事会的职责等划入省审计厅。

省委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是落实
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决策部署的
重大举措，对于构建集中统一、全面
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
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
的重要作用具有重大意义。③8

本报讯（记者 李点）11月 27日，
河南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次代表大
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孙守刚，中华职业教育社党组书
记、总干事方乃纯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领导龚立群、张亚忠出席会议。

孙守刚代表省委对大会的召开
表示祝贺。他指出，中华职业教育
社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拓者、
引领者，具有鲜明的统战性、教育
性、民间性，在发展职业教育、培养
技能人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
望河南职教社提高政治站位，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职
业教育社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树
牢“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确

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服务中心大局，围绕高质量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围绕职业教育发挥
优势作用，围绕民生改善展现担当
作为，为中原更加出彩增辉添彩；加
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扩大组
织覆盖，展现优良作风，不断增强凝
聚力和影响力，努力开创我省职业
教育事业新局面。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河南中
华职业教育社第七届社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选举出河南中华职业教育社
第八届社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副主
任，并选举出我省出席中华职业教育
社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龚
立群当选为河南中华职业教育社第
八届社务委员会主任。③9

本报讯（记者 李点）11月 26日，
我省省级机构改革首批新组建的 7
家单位挂牌成立。当天上午，《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
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
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
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草案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中规定
的行政机关职责应如何作出相应调
整进行了明确。

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要求，地方机构改革要在 2019年
3月底前基本完成。实施《河南省机
构改革方案》，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
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调整，需要修
改有关地方性法规。

《草案》明确，现行地方性法规规
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河南省
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
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
的，在有关地方性法规尚未修改之

前，调整适用有关地方性法规，由组
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
政机关承担;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
的，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
关继续承担。

考虑到省辖市和县(市、区)行政
机关同样面临职责调整问题，《草案》
规定：省辖市和县(市、区)行政机关承
担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工作，需
要进行调整的，按照上述原则执行。

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了上级行
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
负有监督指导等职责，如上级行政机
关职责已调整到位、下级行政机关职
责尚未调整到位的，由新的上级行政
机关履行监督指导等职责。

《草案》中还规定，实施《河南省
机构改革方案》需要制定、修改地方
性法规，或者需要由省人大常委会
作出相关决定的，省人民政府应当
及时提出议案，依照法定程序提请
审议。③4

河南中华职业教育社
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孙守刚出席

任正晓在省纪委常委会上强调

发挥纪检监察机关职能作用
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河南落地生根

中共河南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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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法规尚未修改前

涉及机构改革的行政机关
职责拟这样“过渡”

省委省政府第二批环保督察又曝光部分典型案件

“乘机”体验。

售饭窗口变身“值机柜台”。

高校餐厅来了“国产大飞机”
□张涛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王
志浩）记者 11 月 27 日从濮阳市发改
委获悉，《濮阳新型化工基地总体发
展规划》获得省政府正式批复，标志
着濮阳新型化工基地建设有了纲领
性文件，为该市打造中原城市群石
化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全国化工
新材料创新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
的综合性石油化工基地、全国重要
的绿色循环发展示范基地奠定了坚
实基础。

濮阳因油而建、因油而兴，经过多
年发展和积累，形成了体系完备、门类
齐全的化工产业体系。目前，该市拥
有中原油田、中原石化、中原大化等规
模以上石化企业 247家，2017年化工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近 1200亿元，占全
省化工产业的五分之一。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布局，推
动濮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濮
阳市委、市政府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坚持顶层设计、规划引领，提出了整合
城区东部的市产业集聚区、市化工产
业集聚区和范县产业集聚区 3个省级

化工类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 65.1 平
方公里的新型化工基地，集中构建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配套服务，集中治理

“三废”排放，实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要素统筹高效配置、资源循环利用、产
业集聚发展，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极。
“长期以来，我国大型石化产业基

地均布局在有利于原料大进大出的沿
海地区，中部地区虽然消费市场巨大，
但一直缺少具备承接和带动性的大型
石化产业基地。”据濮阳市发改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规划建设濮阳新型化工
基地，对满足我国中西部地区高端化
工产品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根据规划，濮阳新型化工基地将
以炼化一体化为基础，以乙烯、丙烯、
碳四、苯、对二甲苯等五大产业链为重
点，培育壮大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
品、功能化学品等三大集群，着力构建

“一基五链三集群”发展格局，推动化
工产业迈向绿色化、循环化、智能化、
高端化。③8

《濮阳新型化工基地总体发展规划》获省政府批复

推动化工产业迈向绿色高端
濮阳市委、市政府提出

●整合城区东部的市产业集聚区、市化工产业集聚区和范县产业集聚区
3个省级化工类产业集聚区

●规划建设65.1平方公里的新型化工基地

着力构建“一基五链三集群”发展格局

制图/张焱莉

（上接第一版）表达坚定不移跟党走、
争做出彩河南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豪情壮志。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按照省委争做出彩河
南人、同心奋进新时代的要求，充分发
挥政协优势，勇于担当，履职尽责，为
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智慧和力量。

书画展共展出 130幅作品，书法
作品中行、草、隶、篆、楷诸体皆备，各
具特色，国画作品中人物、山水、花鸟
题材丰富，各擅其长，反映了我省40年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展示了文
艺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作成果。③3

省政协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展

11月 27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航空主题餐厅吸引了许多师生前来就餐。
日前，该学院用国产C919飞机模型打造了一个航空主题餐厅，售饭窗口变身“值机
柜台”，服务人员穿上了空乘制服，“候机区”“登机口”“机舱”等航空元素一应俱全，
给人一种登机的真实感，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