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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力文 本报通讯员 王希娟

仲夏的傍晚，漯河人民携老携幼，
习惯性地来到沙澧河畔散步。天蓝水
清，岸绿景美，呼吸着清新空气，漫步于
栈道之上，人们无不陶醉在这生态美景
之中……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在漯河深入人心，保护生态环
境、加快绿色发展成为漯河人民的共同
心愿。

生态环境保护交出闪亮成绩单

在漯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全市生态环境系统认真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精准定位、高标推
进，系统谋划、标本兼治，不断将污染防
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推动环境质量持
续向好。

生态环境保护交出闪亮成绩单：在
2018年全省大气、水、土壤三大污染防
治攻坚考核中，漯河市水污染防治攻坚
和土壤污染防治攻坚两项均获优秀，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位居第二方阵。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8
年，漯河市 PM10年均浓度 98微克/立
方米，低于省定目标 2微克；PM2.5 年
均浓度 59微克/立方米，与省定目标持
平；优良天数 230天，超出省定目标 20
天；三项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省定任
务。2019年一季度，漯河市空气质量
全省排名第5名。

水环境质量有效提升。2018年，漯
河市7条国省控河流断面稳定达到省定
目标要求。城市饮用水源地澧河水质
持续保持Ⅱ类标准，取水水质达标率
100%，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稳定达标，
劣V类水体全面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
水体基本消除。2019年第一季度，在5
条河流管控指标提级高标准、高难度要
求下，国省控河流水质稳定提升。

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漯河市
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方案，制定了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明确了土壤
治理与修复的时间节点、工作任务，确
保实现农用地安全利用率、建设用地安
全利用率两个100%目标。

2018 年，全省饮用水水源环境状
况调查评估现场会、全省重点区域监测
现场会均在漯河召开，在全省扬尘污染
月活动和餐饮油烟治理会上，漯河市做
了典型发言。

“我们将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拼
搏劲头，以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牢记使命、忠诚担当、履职尽责，坚决
当好保护生态环境的钢铁卫士。”漯河市
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舒畅说。

绿色新政引领生态漯河建设

“环境就是民生，要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基于这一认识，漯河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调整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双
组长的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建立
了市污染防治攻坚办主任办公会和环
保攻坚管控令制度。

在推进机制上，漯河市建立了“日
研判调度、周排名通报、月讲评、季观
摩、年总结讲评”的工作推进机制，组建
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专家组，每小时分
析研判，提出管控建议。

在工作架构上，漯河市制定出台了
《漯河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意见》
《漯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漯河市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40条
措施》、土壤污染防治“1+4+8”总体方案，
及大气、水、土壤攻坚年度实施方案，明确
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全市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建立健
全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四梁八柱”。

在监督机制上，漯河市委在全省率
先开展环保攻坚领域专项巡察，突出政

治巡察定位，用巡察的手段推进环保攻
坚工作。利用报纸、电视台等媒体，曝
光突出环保问题，倒逼责任落实。

大气治理是污染防治的“硬骨头”，
漯河市制定了 40条措施，实施精细化
管控，突出重点区域、重点因子、重点时
段治理。尤其是重点区域综合整治中，
采取“一点一策”，建立应急检查执法
队，取得良好成效，该经验在全省推广。

铁腕治污彰显担当气魄

蓝天、碧水、净土，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也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去年以来，漯河市委、市政府
聚焦大气、水、土壤三大领域，点面结合、
协调联动、大力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实。

守住一片蓝天。燃煤污染治理超
额完成省定目标，新建改造供热管网
30公里，开工新建改造热力站16座，新
增供暖面积130万平方米，供暖普及率
达 60%以上，燃煤双替代任务完成 2.3
万户，排查取缔违规燃煤散烧设施设备
797台。推进工业重点项目治理，1家
省定特别排放限值企业改造、7家省定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37家企业无组织

排放治理任务全部完成。强化机动车
辆管控，全年淘汰老旧车2094辆，建成
遥感监测设施 15台套，在城市主要道
路路口设立联合监测和执法检查点 3
个，设立 6 个重型运输车辆尾气检测
点，累计检测重型货车 10792 辆，对
1127辆尾气排放不合格车辆进行了处
罚。强力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治
理，排查确定非道路移动机械 551辆。
此外，漯河市在成品油管控、餐饮油烟
治理力度较大。

护好河流清水。全市已建成县级以
上污水处理厂18座，日处理能力56.75
万吨，在建扩建污水处理厂有3座，建成
后将新增污水处理规模9万吨日处理能
力。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工程19项，启动
了28条城区主干道雨污分流管网改造
工作，完成改造35公里。持续加大生态
调水力度，实施了引沙入黑、引沙入颍、
甘江河调水工程、唐马连通工程等多项
生态补水工程，增加纳污河流的水体自
净能力。强力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先后
完成了塔河、唐江河、三里河、汾河、黑河
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河道生态环境大
幅好转。扎实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争取中央专项资金1505万元，56个村庄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全部完成。其
中，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成7个太阳能
微动力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污水达
到国家一级B类标准排放，彻底解决农
村生活污水无组织排放现象。117家加
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115家规模化畜
禽养殖整治任务全部完成。在全省率先
完成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标准化建设
任务和全市40个乡镇饮用水水源地勘
界立标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守护一方净土。漯河市认真开展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全面启动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工作，完成了全市
116家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基础信息采
集调查和风险筛查工作。在全市范围
内组织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和历史
遗留地块排查，建立了污染地块名录，
确定了22家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
单，指导企业完成了土壤环境自行监
测，制定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
建立土壤环境监测制度。在全市组织
开展了固体废物非法贮存、倾倒和填埋
情况排查整改，新增危险废物产生企业
273家，全部纳入省、市危险废物产生
企业信息源库；排查整治垃圾填埋场和
非正规垃圾填埋点27处。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仅要
有铁的决心，还要有铁的手腕。

漯河市加大突出环境问题执法查处
力度，去年先后组织开展了砖瓦窑行业专
项执法检查等20余项专项行动，对建筑
工地下达整改通知书132份，集中整治城
区749家餐饮企业、115家农村规模畜禽
养殖场，拆除各类养殖网箱5799个，依法
取缔12家违法生产的砂石料厂和132家

“散乱污”企业。2018年，漯河全市生态
环境系统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共立案342
起，同比提升128%，共下达处罚决定325
起，同比提升129%，罚款金额1765万元，
同比提升319%，移送行政拘留6起、刑事

拘留1起。2019年1月1日至5月31日，
漯河市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案件共立
案75起，同比提升115%，共下达处罚决
定 76 起，同比提升 146%，罚款金额
245.8144万元，同比提升133%；移送行
政拘留2起、刑事拘留1起。

认真抓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环保督
察组交办的任务，坚持立行立改、边查边
改、彻底整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效果。2018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
头看”交办的80个信访举报件，已通过边
督边改、立行立改、持续整改，基本整改
到位。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和大气
污染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漯河市承
担34项共性整改任务、1项个性整改任
务，其中34项共性任务整改任务中，26
项立行立改问题扎实整改落实，取得良
好成效，8项明确整改时限任务基本整改
到位。1项个性整改任务中“已建成部分
娱乐设施”问题，已于2018年12月29日
整改到位；取水口上移工程和保护区重
新划定申报及标准化建设正在按计划推
进中。中央饮用水源地专项督察共交办
漯河市16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在
2018年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保
专项行动第三次视频会上受到生态环境
部表扬。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交办问题
推进扎实，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组
共向漯河市交办问题263个（其中29个
不属环保问题），234个环保问题已整改
到位229件，还有5件正在持续整改。

一次次铁腕行动，不仅治出了成
效，也彰显了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的担当
和魄力。

“东风浩荡征帆满，豪情满怀谱新
篇。我们将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
引下，继续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
移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不辜负人民群众的要求和
期盼，以优异的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说。

给老百姓蓝天白云 清水绿岸 鸟语花香
——记漯河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本报通讯员 杨济公

豫北工业重镇新乡，行业门类齐
全，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污染
排放量大，治理任务艰巨，特别是大气
污染治理显得尤为突出。近年来，为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蓝天常在、空
气常新，新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持续至今，鏖战犹酣。

截至 5 月 23 日，在全省省辖市排
名中，新乡市大气环境质量年综合指
数、PM10平均浓度、PM2.5平均浓度、
优良天数分别同比提升 2 个位次、持
平、提升3个位次、提升1个位次。

随着攻坚进入瓶颈期，大气污染治
理犹如滚石上山、攻城拔寨，越往后治
理难度越大。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局面
下，新乡市却能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
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秘诀？记者近期
走访了新乡市生态环境局。

发挥统领作用 实施统一监管

集中优势兵力打赢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既是首位，也是首要，必须一击即
中、打出气势。

2019 年，新乡市生态环境系统充
分发挥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排头兵”

“主阵地”作用，紧紧抓住“严格环境执
法，实施精准治污，推动绿色发展”这一
主线，挖潜增效，成立由市生态环境局
县处级领导带队的 8个市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督查组，对全市15个县（市、区）
每周开展不少于1次的监督检查，靠前
指挥，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对于凡是能
影响到环境质量的事情，属于生态环境
部门的尽职尽责做好，属于其他部门的
主动发挥统一监管责任，实施统一监
管，想方设法推动工作落实。

1-5 月份，新乡市 PM2.5/PM10
比值为 0.59，表明粗颗粒物占比较大，
扬尘污染已成为影响新乡大气环境质
量的主要因素之一。餐饮油烟、机动车

尾气污染也是主城区空气污染的重要
成分。

——市生态环境局成立 2个扬尘
污染专项督查组，每天对全市所有施工
工地开展督导检查，对存在问题的施工
工地依据法律法规限期整改，从严进行
查处。

——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重点
区域餐饮企业进行集中检测，对超标排
放的餐饮企业交由城管局处理。

——抽调专人，每天对限高杆卡口
执勤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每月召开限高
杆管理讲评会，表彰先进，鞭策落后，目
前，限高杆处车辆拥堵、闯卡现象明显
减少。

——抽调环保、公安、城管人员联
合执法，每天对施工工地、主要路段渣
土运输情况进行检查，严查带泥上路、
沿途抛撒，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硬手腕出重拳 严格环境执法

严格生态环境执法是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坚强保障。手腕必须要硬，
力度必须要强。

——新乡市将机关和局属单位年
富力强、有执法经验的 10多名人员全
部充实到环境监察支队一线执法队伍，
壮大监管执法队伍。同时，采用购买服
务的办法，配备了 4辆执法车辆、30套
执法记录仪等设备。

——制定出台《新乡市生态环境系
统行政执法考核奖惩实施办法》，每月
召开全市生态环境系统执法讲评会，推
进规范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落
实。1至 4月，全市下达处罚决定 332
件，同比增加 472%；罚款金额 1421.9
余万元，同比增加173.4%；查封扣押案
件82件，同比增加8100%；移送环境污
染犯罪案件9件，同比增加125%；移送
环境污染犯罪涉案人员9人，同比增加
150%。

——鼓励新乡当地群众在拨打

“12369”举报电话时加拨“0373”，直接
将身边污染问题举报到市环境污染举
报平台，市环境监察支队成立7个督查
组对 15个县（市、区）的群众举报问题
进行现场查办，办理情况由局主要领导
签字确认，不定期进行回访督导落实。
1-4月份，共受理“12369”环保举报投
诉533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18%，做到
了报必接、接必查、查必果，有效保障了
群众环境权益。

最严制度保障 推进工作落实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
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
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今年以来，新乡市在大气治理不断完善
机制，出台实施一系列制度。

——建立日战报制度。今年新乡
市生态环境局系统 300多名干部职工
的手机又多了一个“职能”。每天，
他们利用下班时间、节假日时
间寻找环境污染问题。如
果发现问题，对于能够

当场制止的就当场制止，对于不能当场
制止的，反馈至“环保问题举报群”。群
内有专人收集整理反馈问题，每日编发
日战报报送市主要领导，并要求各牵头
单位及相关县（市、区）立即排查处理。
截至目前，共编发日战报70期，发现上
报环境违法线索 3000余条，有力促进
了各类环境污染问题的整改落实。

——建立 5A 级管理制度。在近
年来摸索的基础上，新乡市今年制定出
台了涉气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分级管理
评价办法，依据工业企业的达标排放情
况、环保守法记录、产业布局、清洁生产
水平、企业规模、产业发展方向等六大
方面，将企业分为 1A-5A 五个级别，
实施重污染天气不同级别“一厂一策”
的管控措施，激励和引导工业企业积极
开展绿色化改造。

——实施绩效考核制度。新乡制
定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乡镇考
核办法、限高杆考核办法、柴油货车污
染整治路检路查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等

考核制度，定期进行考核排名，有
效 将 工 作 压 力 传 导 至 各 县

（市、区）、市直有关部门。今年1月至4
月，市攻坚办共组织10次约谈，先后对
20个县（市、区）和相关部门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进行约谈。

——建立指挥调度制度。新乡市
生态环境局依托系统内专家，成立了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指挥团队。每天召开
研判会，分析研判污染形势，下达预警
预报指令，并建立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指挥群，结合实时数据、气象条件
及污染物特征，及时指挥调度洒水保
洁、问题排查等应急处置，确保“事前预
警、事中指挥、事后报告”有效落实到
位，实现了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精确治
污。

强筋骨补短板 无缝隙全覆盖

环境攻坚战打响以来，各地攻坚力
度不断加大，措施不断完善，但超标柴
油货车、工业炉窑无组织排放、臭氧污
染、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等污染顽疾，
已成为影响当前环境质量改善的“拦路
虎”。今年以来，新乡市狠抓薄弱领域，
强筋骨补短板。

——狠抓移动源污染整治。大力
开展机动车尾气路检路查，在原有 10
个柴油货车尾气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投
入 125 万元额外增加 5个限高杆尾气
检测点位。今年共检测 17000余辆柴
油货车，对 13家不合格非道路移动机
械的建筑施工单位一律责成整改并予
以处罚。

——加强对水泥、石灰、砖瓦窑等
企业管理。每周对水泥、石灰、砖瓦窑
等重污染行业企业检查一遍，对超标排
放的企业实施限产停产，严管重罚，倒
逼企业整改。要求全市水泥企业所有
排污口必须安装在线监控设备。与全
市 36 家水泥行业重点企业签订承诺
书，要求企业强化运输车辆司机培训，
严格超载源头管理，完善车辆清洗设
施，严禁带泥上路、沿途抛撒现象。

——加强臭氧治理。在全省率先
购买了一台挥发性有机物VOC走航监
测车，每天对VOC浓度偏高区域、企业
进行走航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并要求
涉VOC企业将在7月底前全部安装在
线监控设备。为遏制露天喷漆等严重
污染空气现象，对全市喷漆行业进行专
项执法检查，拆除 91 家汽修厂喷漆
房。臭氧浓度排名从2018年的全省倒
数第二提升至今年的正数第二，成效明
显。

——严格清改项目整治。针对日
常督导检查发现的清改项目中存在的
生产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等问题，从全
国有实力的第三方监测公司中选择资
质好、能力强的单位，对全市4000余个
清改项目进行现场监督性咨询监测。
对于不开展监督性咨询监测、还在观望
的企业，加强现场执法检查，对超标排
放的依法从严处罚，倒逼清改企业进行
升级改造，对不合格的散乱污企业坚决
予以关停取缔。目前，对539家企业进
行了监督性咨询监测，1200家企业已
停产改造，取缔60家散乱污企业。

——加强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监控。为加强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监控，今年新乡市拟对所有企业的环保
设施安装用电监控设备，全天候、全时
空、全方位监测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
况。在用电监控设备安装前，加强对企
业的检查频次，严防企业擅自关闭环保
设施，偷排偷放。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新乡市生
态环境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不断增强使命担当，自觉扛起政治
责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坚决确保
中央、省、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坚决打好打赢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全省生态环境
工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乡市生态
环境局局长王志文表示。

硬手腕出重拳 打赢蓝天保卫战
——新乡市污染防治攻坚综述

水韵沙澧一片绿，仲夏的漯河美景如画

仲夏，蓝天白云，新乡和谐公园美景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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