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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环保事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工业化还处于初
期阶段，人们普遍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对环境污染、环境公害还知
之甚少，但党和国家从国外暴露的环境公害事件中，开始认识到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1972年，中国派团参加联合国在斯德哥尔
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中国环境保护迈出了关键
性的一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之后，
国务院成立了“三废”办公室，开始关注工业生产的废水、废
气和废渣污染。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河南环保事业相伴而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那
一年，河南省也成立了省人民政府“三废”治理办公室。
1979年，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出台，同年省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办公室成立。1983年，省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厅下设环保局，主要工作是对废气、废水、废渣
工业“三废”进行综合治理。1986年机构改革，省政府
把环保局从正处级升格为副厅级，公开选聘局长、副局
长。1994年11月，在省政府机构改革中，省环保局升
格成为省政府正厅级直属单位。2009年，省环保局
升格为省环保厅，正式成为省政府组成部门。2018
年 11月，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在省环境保护厅的
基础上，扩大部分职能，组建省生态环境厅。

环保机构的不断升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
和政府在不断深化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环境污染问题出现，我
省环境保护也由此展开。

1978年到1988年，我省处于乡镇企业起步
阶段和工业企业恢复起飞阶段，当时整体环境
质量保持较好。1988年到 1998年，改革大潮
汹涌澎湃，我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部分地区
忽视环境成本招商引资，污染问题开始凸显。

因投资小见效快，一大批“十五小”企业
蜂拥而上，小型皮革厂、造纸厂、皮毛厂、淀粉
厂、食品加工厂、药厂上马，因当时的工艺水
平低，污染大，生产废水直排造成河流严重
污染。

当时国家提出“九七达标”治理淮河，要
求 1997 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
放。处于淮河上游的河南积极投入治理行
动中，1996 年河南省对淮河流域 2800 家

“十五小”企业实施了关闭，1997年省辖淮
河流域日排废水 100吨以上的 566家工业
企业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完成“九七达标”任
务。1998年以来，河南省开展水污染治理
环保零点行动，进一步加大工业污染防治
力度，2000年基本实现了“一控双达标”，水
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局部地区水环境有所
改善。

当年我省是造纸工业大省，造纸废水治
理水平低，造成部分河流污染严重。2003
年，省委省政府做出决定，到2005年年底前
全省完成造纸工业调整，通过关、停、并、转和
深度治理，解决造纸工业对地表水环境污
染。2003年以前，新密市大隗镇有造纸企业
360家，通过综合整治建设了48座污水处理
设施，规范了48个排污口。当年通往大隗镇
的公路彩虹门上有一排蕴含荣耀的大字“中国
造纸第一镇”，造纸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该镇立
即拆除了彩虹门。2005年全省如期完成造纸
产业结构调整，河流水环境逐步变清。

随着城镇化加快，激增的生活污水污染河
流问题凸显。2003年，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
先提出到 2007年全省县县建立污水处理厂和
垃圾处理场的目标。2007年 11月底该目标如
期完成，通过工程项目为河南水环境改善和完
成总量减排指标奠定了基础。2007年 11月，淮
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全国现场会在郑州召
开，对河南在全国率先县县建成污水处理厂和垃
圾处理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以煤炭
为主的能源消耗量大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急剧
增加，大气污染问题开始显现。

2008年开始，我省针对煤电机组、耐火材料、
水泥、砖窑、电解铝等污染严重行业，持续开展了环
境综合防治，关闭淘汰了一大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污染严重的企业和生产线，实施耐材炉窑改造、
淘汰所有水泥立窑生产线、淘汰电解铝自培槽、燃煤
电厂安装脱硫脱硝设施等一系列措施，减少污染物
排放。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开展，
全社会生态文明的认识和理念明显增
强，各级党委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的程度明显加强，政府各部门协同抓
环保的局面已经形成，生态环境系统
自身能力建设和队伍建设正在不断加
强，环境保护执法执纪的力度空前加

大，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
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我省近年来的污染防治攻坚
战开展得如火如荼，取得不少成
效，总结起来主要得益于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坚持绿色发展，加强
组织领导。省委、省政府成立
了省委书记、省长“双组长”的

省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
组，明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分管环保，并兼任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建立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
领导统筹协调指导、责任
单位主要领导具体负责的

推进工作机制。
二是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源头严

防。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着力壮大战略新兴产业，三大结构
优化调整有序推进。积极调整能源消
费结构，强化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全面实施煤炭减量替代。持续推
进工业深度治理，强化治污减排，把超
低排放改造扩展到钢铁、水泥等行业。

三是坚持科学治污，严格依法治
污。把具体问题整改与制度建设结合
起来，环境治理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加快环境保护立法步伐，完善考核奖
惩机制。建立调度推进机制，对当月
或连续排名靠后的，分别实施通报、警
示、约谈。强化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用
好“一明六暗”机制和五步工作法。实
施生态补偿机制，以经济手段倒逼落
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推行绿色调度
机制，建立激励政策，引导企业绿色发
展。加快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建设，逐
步实现空气、水质自动监测站点和工
业企业在线监测监控全覆盖。

四是坚持严厉执法，保持高压态
势。遵循“零容忍”的环境监管执法理
念，着力构建环保、公安、司法等部门
协作配合的环境监管执法联动机制，
落实“双随机”监管制度，开展各类专
项执法和集中暗查执法行动。

五是坚持统筹兼顾，深化环保改
革。加快推进深化环保体制改革，高
位推进环保督察工作。切实强化空
间、总量、准入环境管理，充分发挥好
环评制度源头预防作用和可持续发展

“控制闸”“调节器”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理念，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建设美
丽河南、决胜全面小康社会，谱写中原
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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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快解决环境问题，满足人民
群众对于优良生态环境的需求，污染
防治从“软约束”变为“硬杠杠”，我省
污染防治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关键期。

2016年，我省打响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当年，从最受关注的治霾着
手，源头抓起，实施控尘、控煤、控排、
控车、控油、控烧“六控”，解决工地扬
尘、燃煤锅炉、工业排放、黄标车、劣质
油、秸秆焚烧等污染问题，开展不同领
域的专项治理，全省燃煤发电机组全
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2017年，我省在继续打好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开展水、土污染
防治治理。实施“三治本三治标”，大
力推进集中供热供暖工程建设，依法
整治“散乱污”企业，实施燃煤“双替
代”，严格落实扬尘污染治理、工业企
业污染管控、监测监控体系建设。

2018 年，紧盯突出问题，我省集
中开展重型柴油车整治、工业治理项
目、集中供热项目建设、餐饮油烟治理
等多个专项行动。全省范围油品提前

实现国Ⅵ标准，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
排放试点取得突破。以全国人大常委
会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和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为契机，紧盯目标不
放松，持续发力不懈怠，全力改善环境
质量。

2019 年，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为核心，以打好重点领域专项战役为
抓手，开展了非电行业提标改造等

“六项治理”。自 5月 1日起全省在用
车环保检验实施新标准，7 月 1 日全
省全面执行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
放标准。在全省开展了“千名专家进
百县帮万企”绿色发展服务活动，陆
续成立 26 个行业绿色发展协会，每
月开展企业服务日活动，现场解难释
疑，服务企业绿色发展。下半年，全
省聚焦“三散”，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持续开
展散煤污染治理，全面提升散尘污染
治理水平。

为筑牢污染防治工作基础，我省
实施了环保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月度生态补偿、有奖举报、环保督
察等一系列制度，鼓励群众积极参与，
夯实各级政府攻坚责任。通过提升环
境准入门槛，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倒
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污染防治攻坚
战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对于绿色发展
理念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不少群众也
以实际行动来关注环境质量，参与到
污染防治中来。

数年来，我省污染防治攻坚取得
突破——大气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和扭转，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净土行
动顺利推进。

监测表明：2018年全省空气可吸
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
年均浓度比 2014年均浓度下降了两
成半左右。2019年 5月至 8月，细颗
粒物（PM2.5）月均浓度连续 4个月达
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创有监测记录
以来最好水平。2018 年省控河流断
面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平均浓度分
别比 2013年下降了近两成、六成、三
成。

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部分地区盲目上项目、
铺摊子，粗放式发展带来的
污染危害逐步显现，环境问
题也逐步被党和国家纳入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考虑因
素。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从提
出并最终成为新时代发展的指
导思想，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方针和政策日趋成熟。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将环境
保护列为基本国策，上世纪 90年
代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
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
明”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把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党的十九大首次将“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
了大会报告，并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2018年，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了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并对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
出系统部署和安排。

作为中部发展大省，河南正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面临加
快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重任务。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理念、
环保工作思路发生质变，把环境保护
和绿色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和干部考核体系并占有重要分值，持
续开展环境保护，强力推进污染防治
攻坚。为扭转污染恶化态势，我省
2016年率先打响了污染防治攻坚战，
并逐年加大攻坚力度，全面打响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文明建设
力度空前。

与此同时，全省自然生态保护工
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长足进
步。我省已建立自然保护区 30处，约
占全省国土面积 4.7%，初步形成了类
型较齐全、分布较广泛的自然保护区网
络。2017年以来，以“绿盾专项行动”为

重点，对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监管，严
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十一五”以来，
我省持续推动生态创建工作。截至目
前，全省已经创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1个、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2个、省级生态县19个。

在 2018 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我省又提出要实施经济结构提
质、生态功能提升、国土绿化提速、环
境治理提效四大行动，坚持削减污染
排量与扩大环境容量“两手抓”，生态
保护、生态建设、生态治理“三管齐
下”，加快推动绿色发展，开创我省生
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不断深化环境保护工作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本报通讯员 焦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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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历了沧海

桑田的巨变，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

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

改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也不断深化改革，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步稳蹄疾。

在探索发展道路的奋斗历程中，我省不

忘污染防治，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近年

来，河南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盼温饱”到

“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逐步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

识。我省环境保护工作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