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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建设”赢得和谐环境
——省环保厅推动环境平安建设纪实

□焦飞 刘梅

本报讯（记者王志昭）5月4日，记者从

环保厅获悉，2014年“绿色创建”活动在全

省全面启动。

据了解，从2000年开始，省环保局联合

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部门陆续开展了创建“绿色学校”、“绿色企

业”、“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系列活动，不

但有效提高了公众的环境意识，改善了环

境，还带动了广大青少年、居民和企业逐步

形成了自觉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良好社会

风气。截至目前，全省共命名省级“绿色学

校”7批371所、“绿色社区”5批168个、“绿

色企业”4批62家。

今年“绿色创建”活动与以往不同的

是：一、标准设置凸显环境素养。各创建单

位环境绿化美化要具备有效的污染防治设

施，同时更着眼于创建单位师生、居民和职

工的环境意识和环境素养的提高，以点带

线、以线促面，带动周围广大群众提高环境

意识。二、组织选拔公正透明。采取自愿

申报、县市推荐、省厅考核验收等形式，逐

级审查把关，并通过报刊、网络向社会公

示，强化群众监督。三、宣传形式更加灵活

多样。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

体及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使广大群众

在“绿色创建”中普遍受教育、受熏陶，增强

环保意识。

4月28日，省环保厅公布“2014年环境

保护目标第一季度进展情况的通报”，公布

第一季度全省空气质量。

18个省辖市空气达标天数仅为50.4%，

还比去年同期下降10个百分点。与之形成

对比的，一季度全省10个省直管县(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76.8%，比去年同期上

升3.8%。全省省辖市地表水、空气环境质量

均同比有所下降，其中，平顶山、濮阳、驻马店

3市地表水、空气环境质量同比均降幅较大。

平顶山空气质量最差，达标率仅

33.3%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老标准）评价：2014年第一季度，全省省辖市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50.4%，比去年

同期下降10%。

商丘空气最好，达标率达到 68.9%。

其次是信阳、周口、许昌、开封、漯河、鹤

壁、濮阳、三门峡、南阳、洛阳、新乡、郑

州、焦作、济源、安阳、驻马店。平顶山市

空气质量最差，达标率仅有33.3%。

省辖市中鹿邑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了94.4%，可直逼三亚。最差的巩义、邓州，

空气质量达标率也有63.3%、52.2%，远高于

郑州空气达标率45.6%。

全省地表水累计达标率仅为61%，

比去年同期下降10.6个百分点

一季度，郑州地表水达标率仅有

41.7%，比去年一季度下降10%以上。其

中，贾鲁河中牟陈桥断面，双洎河新郑黄甫

寨断面地表水达标率为“0”，令人担忧。颍

河白沙水库达标率是66.7%。

比郑州地表水达标率更低的省辖市还

有3个，分别是开封、平顶山、许昌。许昌一

季度地表水平均达标率为“0”。

洛阳、信阳、南阳、商丘、济源、安阳、三

门峡、周口、漯河、鹤壁、焦作、新乡、濮阳、驻

马店等市地，比郑州地表水质要好。

18个省辖市中，5个省辖市地表水达标

率上升，其中上升幅度在10%以上的分别为

开封、周口、商丘、济源4市；12个省辖市地表

水达标率下降，下降幅度在10%以上的分别

为郑州、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

阳、许昌、驻马店9市。

全省省直管县(市)地表水比较让人放心。

一季度，全省省直管县(市)地表水责任目标断

面水质累计达标率为96.1%，同比上升15.6个

百分点。巩义水质最好，其次为兰考、汝州、长

垣、邓州、永城、固始、新蔡、滑县、鹿邑。

此外，2014年第一季度，全省各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

质达标率均为100%。

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

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

《环保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第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新法将

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

订的《环保法》贯彻了中央关于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最大限度

地凝聚和吸纳了各方面共识，是现

阶段最有力度的《环保法》。

新修订的《环保法》在几个重

要领域内都有所突破。

第一个突破是建立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环境容量

等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探索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

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

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

代化建设新格局。新《环保法》要

求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

警机制, 实行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

核评价制度，制定经济政策应充分

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对未完成环境

质量目标的地区实行环评限批，分

阶段、有步骤地改善环境质量等。

第二个突破是鼓励投保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新《环保法》规定，

国家建立跨区联合防治协调机制，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健全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国家机关优先绿色采

购；国家建立环境与公众健康制

度；国家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

管理制度，政府建立环境污染公共

监测预警机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

第三个突破是新《环保法》加

重了行政监管部门的责任。环保

监管职权是一把“双刃剑”。新《环

保法》一方面授予对各级政府、环

保部门许多新的监管权力，环境监

察机构可以进行现场检查，授权环

保部门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设

施设备可以查封扣押，对超标超总

量的排污单位可以责令限产、停产

整治。针对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设

计了罚款的按日连续计罚规则；针

对未批先建又拒不改正、通过暗管

排污逃避监管等违法企业责任人，

引入治安拘留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它

也规定了对环保部门自身的严厉

行政问责措施。违规审批、包庇违

法、发现或接到举报违法未及时查

处、违法查封扣押，篡改伪造监测

数据、未依法公开政府环境信息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降级、撤

职、开除，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

职。 （红霞）

本报讯近日，驻马店市人大召开2014

年天中环保世纪行活动动员会议，今年天

中环保世纪行的主题是“推进三大工程、建

设美丽天中”。

今年环保世纪行在继续抓好城区建筑

扬尘、露天烧烤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的基础上，增加了整治道路垃圾扬尘、治理

餐饮业油烟污染、加强水、土壤污染防治和

开展绿色环保出行活动等内容。

同时，针对“三大工程”建设，围绕全市

工作大局，在大气污染、城市河流清洁行

动、污染减排重点项目建设、土壤污染防治

等方面，增强全局意识和大局观念，用实实

在在的成效让人民群众看到环保工作的希

望、增强环保工作的信心，推动形成全社会

共同关心和支持环保工作的格局。（马清漪）

提请省政府将环境稳定工作纳
入政府年度环保责任目标考核体
系，实行年度环保责任目标“一票否
决制”

今年以来，省环保厅张庆义厅长先后10

次组织召开厅党组会和厅长办公会，听取信

访维稳和矛盾化解工作汇报，研究工作措

施，督促工作落实，促使一大批矛盾得到有

效化解。正是在厅领导的带动下，全省环保

系统平安建设、维护稳定、矛盾化解工作不

断深入推进，使群众的环境权益得到了有效

维护。

据了解，去年，省环保厅按照省委、省政

府和省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按照

《平安河南建设纲要》的有关规定，把平安建

设工作与环境保护工作有效结合起来。

去年，全省共排查环境矛盾 2000 多

起，化解矛盾1800多起，从源头上减少和

杜绝新的社会矛盾的发生。厅机关共接待

来访群众380多次，受理来信800多封，办

结率达100%。其中，对60余件来省赴京

重信重访案件进行了集中整治；对一些涉

及经济纠纷等比较复杂的案件，开展由厅

领导带案下访活动，使40多起棘手疑难案

件得到解决。

为了在源头上减少和杜绝新的社会矛

盾的发生，积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

作，对20多个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暂缓审

批和不予审批，切实维护了群众环境权益。

省环保厅还提请省政府将环境稳定工

作纳入了政府年度环保责任目标考核体

系，加大考核的分值权重。在年底工作考

核中，对平安建设工作中先进单位予以表

彰，对在平安建设工作中不重视、措施不力

的责任人，实行年度环保责任目标“一票否

决制”。

强化环境执法、严格环境监管，
查处纠正环境违法违规行为7656
起

去年是我省环境污染事件多发突发的

特殊时段，河南省环保厅把强化环境执法、

严格环境监管作为平安工作源头防治的主

要措施，努力减少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矛盾纠

纷和不稳定因素。

全省环保系统妥善处置了安阳市政管

网铬超标、桐柏安棚碱矿卤水溢流等17起突

发环境事件。特别是在去年1月19日发生

的涉及2市7县的跨省界惠济河水污染处置

过程中，省环保厅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

春节期间依然不等不靠，不讲价钱，不惜代

价，齐心协力，积极主动，圆满完成了应急处

置任务，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同时，周密组织，上下联动，重拳出击，

组织开展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风险

源、大气环境污染等10个环保专项执法检

查，共查处纠正环境违法违规行为7656起，

移交立案处罚1833起，实施区域限批、挂牌

督办、列入环保“黑名单”企业168家，实施停

产治理和限期治理195家，关闭取缔落后生

产线527家。

其中，对濮阳、漯河两市和国电、大唐、

华润、河南煤化等4家企业集团实施限批，对

20家企业实施挂牌督办，16家企业列入黑

名单，63家企业立案处罚。12369环保举报

热线共受理群众有效举报22954起，全部按

时办结，有效解决了一大批损害群众健康、

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环境问题。

面对平安建设新的形势，面对中原大地

的平安，省环保厅将用智慧和力量来全力推

进环境平安工作地展开，为构建平安河南环

保而努力拼搏。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肖颖）近

日，漯河市顺利通过2014年省“美丽乡村”

建设试点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现场

答辩”三道审核关口，依照评审和答辩结

果，该市源汇区干河陈乡小村铺村、临颍县

皇帝庙乡商桥村、郾城区龙城镇十五里店

村、舞阳县文峰乡郭坟村、召陵区邓襄镇王

庄村入选2014年“美丽乡村”建设试点，争

取上级建设资金6000万元。

据了解，作为“美丽乡村”的组织申报

单位，漯河市财政局采取多项措施认真做

好了此项工作：一是承诺足额为县区项目

配套市级资金；二是指导县区做好项目选

定、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写和项目申报。

到某乡镇检查中央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专项资金使用的落实情

况。乡政府领导将我带到一个村

庄，指着放置在村子道路两旁的

塑料垃圾桶对我说，这些都是用

中央专项资金购买的。然而笔者

发现，这些垃圾桶个个崭新如

初。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一

位村民轻声对我说，你们检查组

一走，这些垃圾桶乡里就收回去

了。当笔者向随行的乡镇领导求

证此事时，回答令人啼笑皆非：

“垃圾桶收回统一保管的原因主

要是怕有人偷……”

乡镇干部所说的垃圾桶被偷

的情况是否属实，笔者无从考证。

上级来检查时垃圾桶才摆放一阵

子的做法其中是否还有什么别的

考虑，笔者不能妄加猜测。但即便

是为了防止垃圾桶丢失，就将本应

用于收集垃圾、改善环境的设施闲

置起来，这种做法恐怕也不妥当。

垃圾桶毕竟不是花瓶，把垃圾桶当

成花瓶一样来摆设，不论其初衷如

何，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或许此类

问题并不普遍，但个别现象带来的

负面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把垃圾桶当成摆设首先是造

成了不应有的浪费。中央农村环

境连片整治的专项资金本来就十

分有限，而有限的资金却未能发挥

出应有的效益，这就很成问题了。

它反映了我们一些同志指导思想

上的误区和偏差，干工作究竟是为

民办实事还是做给上级看的问题

没有真正解决好。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样做

的结果直接损害了政府的公信

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是由各级

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公益性事业，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广大农村

地区的人居环境，是为农民群众办

实事。然而这样的实事却未办实，

甚至办歪了，农民群众自然不会满

意。尤其是目睹个别基层干部为

应付检查而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

的做法，群众对政府为民办事的诚

意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产生怀疑。

毫无疑问，相比垃圾桶的丢失以及

资金的浪费，政府公信力丧失所产

生的危害恐怕要比前者严重许多。

个别地方因怕垃圾桶丢失而

不敢将环保设施配置到位的问题

给我们各级部门提出了新的要

求。与任何一项公共设施建设一

样，农村环保基础设施也不能停

留在添置或者建设上，“三分建，

七分管”。为防丢失就干脆将垃

圾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简

单化做法不是治本之策。纠正重

建轻管的倾向，在加强管理、完善运

行机制上下功夫才是明智之举。而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群众的宣传教

育，尤其是要引导群众增强自觉用

好、管好公共设施的意识。只要我

们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到位，监管措

施再跟上去，类似垃圾桶丢失的现

象肯定是可以避免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美丽不美丽，首先没垃圾”。在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

解决一些农村地区垃圾围村的现

象已经是当务之急。目前，不少地

方都建立了垃圾“户分类、村收集、

乡转运、县处理”的机制，然而，要

通过这个机制真正来改善农村的

人居环境，尤其需要我们各级多做

一些实实在在、切实管用的工作，

绝不能搞那些沽名钓誉甚至是虚

假应付的东西。

去年，我省没有发生一起重大污染事件，没有发生一起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集体上访等事件，全省环保
系统共排查矛盾2000多起，化解矛盾1800多起，从源头上减少和杜绝新的社会矛盾的发生，信访案件办结率
达100%，信访稳定工作多次受到环保部和省委、省政府的肯定——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王志昭

“绿色创建”活动全面启动

省环保厅公布2014年环境保护目标第一季度进展情况

省辖市空气质量、地表水达标率均下降

环保大家谈

本报讯 近日，针对网民反映涧河污染

严重问题，渑池县环保局紧急制定了南涧

河污染监管、整治措施。5月1日至3日，全

局职工照常上班，成立驻厂监管组、工程排

查组等4个工作小组，领导到队、责任到人，

对涧河沿线进行网格式排查、监管、整治。

驻厂监管组人员分片包干，深入耿村矿、

杨村矿、生化公司等9家重点排污企业，全天

24小时排班守候，确保污水处理设施节假日

期间正常运转，实现处理污水达标排放。

工程排查组人员在前期涧河沿岸排查

情况的基础上，重点对黄花生活污水涧河入

水口、部队生活污水排放口、第二污水处理

厂排水口、县委南南街生活污水排水口等5

个重点进水口进行疏导，确保污水全部进入

城区生活污水管网，实现污水集中处理。

据统计，“五一”期间，渑池县环保局共

出动环保执法人员256人次、工程车辆48

台次，上报相关数据103个，目前涧河水质

已经明显改善。 (董先锋 鲁亚云)

垃圾桶缘何成了摆设
□王争亚

地处深山区的汝阳县王坪乡依山傍水，犹如一幅美丽画卷。近年来，王坪乡全力打造美

丽幸福新农村，绿化县乡道路，安装太阳能路灯，建休闲广场、游园、标准卫生间等，搞好绿

化、亮化、美化工程，提升农民幸福感。图为一年轻女子带着孩子在开心游玩。康红军摄

驻马店天中环保世纪行主题

“推进三大工程、
建设美丽天中”

汝阳王坪建美丽乡村乐了农民汝阳王坪建美丽乡村乐了农民 漯河5乡村
入选“美丽乡村”

渑池县环保局

整治涧河污染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加重了行政监管部门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