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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监中原行

9月27日上午，“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第二十二场新

闻发布会，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举行。省生态环境厅党组

书记、厅长王仲田等介绍了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成就并回答记者

提问。

70年来，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不断发展。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上下大力推进美丽河南建设，持续推进污

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空前发展。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月 27日，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
会理事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
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汪洋主席总结讲话精神，交流学习体会和
研究成果，安排部署加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

会议指出，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是人民政协历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
讲话，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要按照省政协主席刘伟在机关干部职工会议
上的讲话要求，把学习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
充分认识人民政协理论研究面临的形势机遇，准确把握着
力重点，切实担负责任使命，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促进政
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和秘书长王树山出席会议。③4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张建新）9月 25日，河南省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第一期专项培训班在平顶山市郏县开班。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培训班开班式并作动员报告。他指
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国家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推进
农业节水的“牛鼻子”，是管好用好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举
措，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
对标对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确保改革任务不折不扣
落实。要坚持科学推进，抓住组建农民用水组织，落实水权
证、产权证、使用权证和签订管护协议书“三证一书”，建立
用水管理、水价形成、工程建设与管护、补贴奖励“四项机
制”，实施计量收费等关键环节，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
落实，坚持科学规划，推广节水技术，坚持试点示范，严格督
导考核，高质量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

当天下午，与会人员到郏县堂街镇用水协会、北汝河水
源泵站、恒压喷灌管理站进行了现场观摩。③5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金秋时节，安阳市村（社区）巡察工作
正在走深走实，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强化党对基层的领导，助力
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打造
了“安阳样板”。

2017 年 4 月，安阳市在林州率先开
展了巡察村（社区）试点工作，这也是全省

“第一个吃螃蟹”的。
前几年，林州信访量排名位居全省前

几位。其中，每年信访量的 60%来自村
（社区）。他们在乡镇街道的常规巡察中
发现，村（社区）问题占到巡察组受理问题
80%以上。

“群众关心什么、对什么不满意，我们
就重点巡察什么。”这是林州市委对“巡什
么”的直白定义。

桑耳庄村 4户群众 20多年借用邻居
家一楼弯腰低头钻洞出行的问题，巡察组
进驻8天就解决了，村民出门直起腰来走
路了。

林州巡察效果格外明显：去年信访总
量比上年下降了46%，已巡察的村（社区）
信访量下降了74%。

安阳市针对林州试点成功经验，再打
磨、再提升。他们在明确巡察村（社区）的
3方面14项巡察内容基础上，编发巡察村
（社区）制度汇编和操作手册，细化制定了
55项问题清单，确保巡察监督指向更清
晰、操作更便捷。

巡察规范再落细。安阳市制定了巡
察村（社区）工作流程，对巡前、巡中、巡后
共38项工作内容作出具体规定。根据村
（社区）体量大小、问题多少，针对性采取

常规、点穴式、机动式等不同巡察方式。
进一步明确分类整治、精准施策的整改机
制。

针对巡察村（社区）发现的问题具有
共性问题多、涉及部门广的特点，安阳市
梳理汇总基层党组织建设、三资管理、低
保办理、项目招投标、土地纠纷等13项巡
察发现的共性问题，建立整改协作和督查
督办机制。

规范提升林州经验，务实打造监督路
径，让林州经验在全市“大面积”开花结
果 。 内 黄 县 建 立 疑 难 信 访 化 解 处 置

“334411”工作机制。汤阴县将开展巡察
村（社区）作为助推基层高质量党建的重
要抓手，打造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参与的

“五风”新载体……
“把发现推动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的各类问题，与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
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紧密结
合起来，助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安阳市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纪委书记黄明
海要求。去年以来，各县（市、区）共开展
警示教育活动 2000余次，通报曝光违纪
违法案例 94起，传递了全面从严治党的
强大压力，有效净化了基层政治生态。

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针对群众反
映强烈的水电气路等民生事项解决落实
不力问题，推动乡级党委开展立巡立改。
一年来共完成立巡立改事项 1689个，在
美化村居环境、畅通低保办理、解决群众
纠纷上取得显著成效，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显著增加。

目前，安阳市 9 个县（市、区）已对
1806个村（社区）进行了巡察，占到全市
3518个村（社区）总数的 51.34%，巡察已
过半数。③4

本报讯（记者 孙欣）9月 26日，记者从省法治政府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2018年度全省依法行政考核结果出
炉。洛阳市、郑州市、驻马店市等8个省辖市，巩义市、长垣
市2个省直管市，省审计厅、省卫健委等21个省直部门，获
得优秀等次。

按照《河南省 2018年度依法行政考核实施方案》的要
求，2018年度依法行政考核分三部分进行，即行政系统内
部考核（占总分值的85%）、依法行政满意度调查（占总分值
的 15%）和加减分评定。行政系统内部考核包括依法行政
督导平台评判、日常考核评判和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测
试。依法行政满意度调查包括行政相对人的满意度调查和
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加减分评定由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依据年度考核实施方案，结合各考核对象的突
出成绩或问题，分别进行加分或减分。

据悉，2018 年省辖市政府、省直部门的最高得分是
96.44分、98.52分，比 2017年的最高得分分别提高了 1.57
分、1.12分，大多数省辖市政府、省直管县（市）政府和省直
部门得分都在80分以上。

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从
考核结果看，我省法治政府建设基础稳固，各地各部门推
进依法行政工作成效明显。但通过考核也发现，一些“关
键少数”的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仍需要进一步提高，尚未
有效地将法治理念转变为工作方式。③5

□本报记者 赵力文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蓝天白云已经成为常态，昔日的臭水
沟变成水清岸绿景美的景观带……近年
来，我省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浓
度大幅下降。2019年以来，全省 PM10、
PM2.5、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平
均浓度分别比 2014 年同期下降 30.9%、
31.7%、22.5%、76.5%、50%。特别是今年
5月以来，PM2.5月均浓度连续 4个月达
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35微克/立方米），
成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我省大气环境质量
最好时期。

水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浓度也大
幅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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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7.7%、37.1%；全省省辖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级别由良好改善
为优；经过多年对城市黑臭水体的持续治
理，不少昔日的臭水沟“变身”为老百姓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总体稳定，农
用地土壤环境质量保持良好，建设用地污
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100%。

生态示范建设取得可喜成绩，全省已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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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乡
镇120个、生态村30个，还命名省级生态县
19个、生态乡镇855个、生态村3870个，形
成了一张张遍布全省的亮丽生态名片。

污染治理力度前所未有

在污染治理工作中，由过去的只重视

工业减排到后来的控尘、控煤、控车、控
油、控排、控烧“六控”措施多管齐下，再到
目前的标本兼治、突出治本，着力调整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污染治
理的范围在扩大、层次在深化、水平在提
高。

在结构调整方面，2013年以来，我省
累计淘汰钢铁产能462万吨，淘汰关停落
后煤电机组 107.7 万千瓦，129家城市建
成区重污染企业实施了环保搬迁改造，煤
炭行业累计关闭落后矿井201对、压减落
后产能 4300多万吨，淘汰黄标车和老旧
车160万辆。

在“三散”治理方面，我省累计取缔整
治散乱污企业10万多家，2017年和 2018
年累计完成“电代煤”“气代煤”234万户，
一部分群众家里做饭由烟熏火燎的煤炉
改成了燃气灶、电磁炉等，群众生活更加
舒适，环境更加整洁。推行施工工地“六
个百分之百”，工地周边环境得到了明显
改善。

在城市清洁方面，由过去的主要依靠

人工清扫保洁，提升为机械清扫为主，洒
水车、雾炮车在街头随处可见。过去不少
城市道路在车辆经过时尘土飞扬，现在街
道整洁美观，路边的花更红了、草更青了、
树更绿了。

在工业企业治理方面，标准越来越
严，污染排放越来越少。全省在运行的
144 台统调燃煤发电机组和 104 台地方
自备燃煤发电机组、86台 65蒸吨/时以上
燃煤锅炉和124家钢铁、水泥、碳素、平板
玻璃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共有 1.2万
台燃煤小锅炉完成拆除或改用清洁能源；
今年正在实施6大类 3.1万个工业治理项
目，监控企业的排放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4.2%。经过治理，不少企业面貌焕然一
新，绿色发展效益逐步显现。

环境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近年来，我省通过制定标准、严格执
法、健全制度、强化能力建设等，环境治理
能力显著提升。

我省先后出台了 6个地方环保法规，

发布了7个重点流域、11个重点行业的污
染物排放地方标准，逐步建立了生态补
偿、排名奖惩、暗访核查、损害赔偿、举报
奖励等一系列制度。环境执法措施方面，
在限期治理、行政处罚、关停取缔基础上，
增加了查封扣押、按日计罚、行政拘留、刑
事拘留，处罚力度加大。

由过去靠鼻子闻、靠眼睛看、靠耳朵
听、靠人蹲守，转变为逐步利用无人机、天
眼系统、大数据等，全省大气、水环境质量
基本实现自动监测，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覆
盖到乡镇，纳入自动监控的工业企业
3613家，计划今年年底增加到4682家。

绿色发展机制更加完善

近年来，我省深化“放管服”改革，落
实绿色调度和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的审批时间由国家法定的
60天、30天分别压缩至20天、10天，通过
差别化管控措施，激励企业绿色发展。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了“千名专
家进百县帮万企”绿色发展服务活动、“企
业服务日”活动，成立26个重点行业绿色
发展协会并发布12个重点排污行业企业
绿色发展评价排行榜，实现了由单一监管
向“监管+服务”转变，解决企业环保难
题，激发企业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促进
行业内部“优胜劣汰”。

省委省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
视，加强了组织领导，属地责任、行业监管
责任得到落实，各地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意识显著增强，实现了由督企为主向
由督政为主的转变，“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
新格局基本形成，凝聚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强大合力。③5

本报讯 9月 28日，第二届中原美术、设计学院院长论
坛在信阳学院举行。我省30多所本科院校的美术、设计学
院院长，包括清华美院在内的全国九大知名美院的院长、教
授，马国强、刘杰、曹新林等艺术家及省教育厅相关专家聚
集一堂，以“新时代高校美育的现实与展望”为主题，掀起了
一场头脑风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育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高校美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继去年成功
举办首届中原美术、设计学院院长论坛之后，今年又精心筹
办了第二届。论坛由河南省教育厅指导，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主办，河南省学校艺术教育协会协办，大河美术与信阳学
院共同承办。来自四川美院、广州美院、中原工学院、商丘
师范学院及信阳学院美术、设计学院的“掌门人”先后作主
旨发言，分享他们多年来在教学中的体会。

论坛期间，嘉宾们还参观了河南省教育系统中国画和
油画优秀作品展及信阳学院优秀文化传承馆，出版了论文
集。③4（本报记者）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第二十二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守护天蓝水清美好家园

安阳巡察村（社区）工作走深走实

2018年度全省依法行政
考核结果出炉

高质量推进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学习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以理论研究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

第二届中原美术、设计学院
院长论坛在信阳举办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国庆将至，9月27日，焦作市数千名市民齐聚在龙源湖公园北广场上，齐唱《我和我的祖国》，为祖国送上
诚挚祝福。⑨6 宋崇飞 摄

▶9月 26日，淮阳豫东文武学校千余名师生手持国旗在校园里摆出“70”和“心”形图案，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⑨6 杨正华 摄

《定格七十年》之七——

从“独秀”到“领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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