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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这是我国首次对生态文明宣传进行排序

我省环保宣传在全国获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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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志昭 实习生梁

桢）今年新《环保法》的实施将加大对

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为做好环

境监察工作，1月28日，省环保厅下发

《2015年河南省环境监察工作要点》，

将深入开展重点污染源、大气污染防

治、水污染防治、涉重金属企业、建设

项目、农村和生态等专项执法检查，对

全省30%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和

10%的县（区）开展环境监察稽查，重

点检查环境监察工作日常履职和依法

行政情况、重大环境违法案件督办情

况，督促及时整改存在问题。

省环保厅要求，严格贯彻执行新

《环保法》及其配套规章，继续保持对

环境违法的高压态势，加大对环境违

法案件，特别是重点源监控数据超标

预警、监督性监测数据超标、领导批

示、群众投诉、网络媒体曝光、日常检

查发现案件的查办力度，做到有案必

查、违法必究，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各

省辖市要按照环保部《环境监察稽查

办法》要求加大稽查力度，对本市辖区

50%的县（区）开展环境监察稽查工

作，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

能。

本报讯（记者王志昭 实习生梁桢）日

前，环境保护部公布2014年全国生态文明

宣传教育工作绩效评估结果，我省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三，获得

优秀等次。这是我国首次对生态文明宣传

教育工作绩效进行全面评估并排序。

为推进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的科学

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2013年环保部选

取包括河南省在内的8个省份实施了生态

文明宣传教育工作绩效评估试点；2014年

开始，联合中央文明办、团中央、教育部、全

国妇联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生

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全面量化考评，评估

指标主要包括工作保障、生态文明宣传、生

态文明教育、宣教效果、特色创新等5个一

级指标及18个二级指标、40个三级指标，

经过各地网上自评、各省间交叉互评、环保

部组织的专家组审核并进行综合考评，重

庆、陕西、河南综合排名前三位。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宣传

教育工作，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建设

美丽河南的意见》中，强调要求大力加强环

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全省各级各部门以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河南”为中心，大

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不断强化新闻宣传

和舆论引导，深入开展社会化宣传和教育

培训，推动了社会公众生态文明观念和环

境保护意识的持续提升，为全面完成环保

目标任务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一年来，我省持续开展了“聚焦蓝天工

程”、“清洁河流 碧水行动”、严管重罚环境

违法、贯彻新《环保法》等重大题材专题新

闻宣传活动，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公

开全省环境质量状况和重点工作进展情

况，每季度公布省辖市城市河流水质监测

排名，每月公布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切实保

障了群众环境知情权，创新开展了“公众环

保体验日”、绿色系列创建、青年环境友好

使者行动、公众环境意识和环保行为调查

等社会化宣传活动，深化企业环境责任、中

小学校（幼儿园）环境教育师资、环保新闻

发言人等培训工作，全省环境宣教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进一步提升了全省生态文

明工作水平。

下一步我省将在各省辖市（直管市、

县）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绩效评估，

切实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科学

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持续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志昭 实习生梁

桢）为做好枯水期及“双节”期间的全

省环境安全工作，省环保厅1月10日

至2月10日在全省开展了环境安全隐

患专项检查整治活动。

整治重点是：对2014年10月以

来连续超标、多次超标的国控、省控、

政府责任目标河流断面进行检查整

治；对2014年 10月以来连续超标、

多次超标的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进

行检查整治；对2014年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和重点污染源环境执法

监管年专项督查活动中，省环保厅督

查发现的环境安全隐患进行检查整

治；对 2014 年 10 月以来省环保厅

12369环保举报热线重复举报件进

行检查整治；对闸前水体进行全面排

查，一旦发现闸前有污染严重水体，

要及时提请当地政府尽快采取措施

改善闸前水质，防止出现污染团集中

下泄。

省环保厅要求，各地要对存在问

题的河流断面、污染源以及其他情

况，逐个进行检查并查明出现问题的

具体原因。针对每个问题，逐项采取

切实有效的措施，限时整改到位。对

未按要求整改到位的问题企业，要依

法采取停产整治、挂牌督办、列入环

保“黑名单”等综合措施，督促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及时排除隐患。对环境

安全隐患排除不力，造成重特大突发

环境事件或跨界污染的，依法依规追

究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责任。

本报讯 （记者王志昭 通讯员曲晓

青）“十五小”企业早在10年前就因为污

染严重被国家明令禁止。1月30日，新乡

市环保局对藏身于新乡市一家大型企业

厂房内的3家小电镀厂的设备贴上了“封

条”。这也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新乡

市首例查封的“十五小”企业。

当日上午，记者跟随新乡市环保局和

牧野环保分局的环境监察人员一起来到

位于新辉路上的河南环宇集团有限公司

东厂区。据了解，该厂区内有4家小电镀

厂。其中有3家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

私自开展生产，1家还在建设中。

环境监察人员首先来到一家开展镀

锌业务的小厂房内，从现场的原料池等设

备来看，这家小电镀厂的规模不大，还处

于手工生产阶段。该小电镀厂负责人秦

某表示，厂子还处于试生产阶段，而且经

查处后已经停产。环保监察人员现场对

其设备予以了查封。

紧挨着这家企业的是两家从事镀镍

工艺的“十五小”企业。这两家企业的规

模要大些，从现场看，这两家企业已经生

产一段时间了。“这两家企业在没有办理

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私自生产，而且这3

家小电镀厂产生的废液没有经过任何处

理就直接排放到厂房外面的水泥池里存

放，严重危害环境。”环境监察人员介绍

说。

因为这3家小电镀厂开展生产的时

间都不算长，对环境还未造成太大污染，

所以环保监察人员现场对其设备依法进

行了查封，并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拆除设

备。

对正在建设中的那家小电镀厂，环境

监察人员责令其立即停止建设，恢复原

状。并告知其如果需要开设企业，必须到

相关部门办理环保等手续，待批准后方可

建设、生产。

现场执法的环境监察人员称，以前对

于“十五小”企业只能是查处、取缔，现在

依据新《环保法》的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违犯法律法规规定排放

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

设备等。

环保监察人员表示，这是新乡市首例

被现场查封设备的环境违法企业。这一

执法行动对环保部门的依法行政起到了

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此次执法行

动也严厉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维护了群

众的环境安全权益。

本报讯 安阳县水冶镇某耐火材

料厂因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违

法排放污染物，违反新《环保法》，1

月30日，相关负责人被公安机关行

政拘留。这也是新《环保法》实施后，

安阳市向污染宣战打响的第一枪。

为巩固蓝天工程环保行动活动

成果，安阳县成立行动检查组，将县

环保局24名骨干人员和县公安局几

十名民警进行联合穿插分成三个组

实施环保夜查。

1月26日，第三检查组在突击检

查中，发现安阳县水冶镇某耐火材料

厂在导热油炉配套的静电多管除尘

器和与球磨机配套的袋式除尘器停

运后，该公司生产主管环保负责人吴

某某在未向环保部门报告的情况下，

擅自指令工人继续生产，吴某某的行

为已涉嫌通过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

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

物，违反了新《环保法》第四十二条第

四款之规定。依据新《环保法》和《行

政主管部门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

案件暂行办法》之规定，对吴某某实

施行政拘留处罚。

（睢晓康）

本报讯 1月30日，省环保厅宣教中心副

处长张家良就平顶山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创建河南省“绿色企业”工作进行了评估验

收。

验收组实地察看了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

司的厂内环境，详细查看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及污泥安全处置情况，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

深入交谈，详细了解污水处理设施在运行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同时查看了自

动在线监控系统。

在“绿色企业”创建过程中，平顶山康达环

保水务有限公司结合企业实际，制定了创建“绿

色企业”工作计划。通过对员工环保知识宣

传，逐步规范员工的行为，培养良好的环保道

德规范，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逐步将保

护环境、改善生态、合理利用与节约各种资源

的意识和行动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董晓红）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闻雨）

“我们公司从2013年11月开始生产，目

前日处理县城生活垃圾100多吨，设计能

力为日处理垃圾3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

总量可达11万吨。”1月23日，在汤阴县

洁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勇介

绍说。

据了解，生活垃圾的处理通常为填埋

和焚烧两种，但焚烧处理生活垃圾易产生

有害气体，填埋处理易渗漏污染地下水，

浪费土地资源。汤阴县洁苑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采用垃圾水力分选技术和可降解

有机物快速降解制肥技术对垃圾进行资

源化处理，使生活垃圾变废为“宝”：分选

出的衣服、布、化纤、木头、纸等可制成生

物质燃料；分选出的碎砖头、玻璃、渣土等

可制成砖块；分选出的塑料可进行回收再

利用，制成塑料颗粒，也可以提炼燃油；分

选出的金属可送给铁厂进行回收再利用；

分选出的餐厨、动植物残骸、农作物废弃

物可制成有机肥。同时，通过垃圾资源化

处理，每年可减少1.2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节约燃煤5000吨，节约垃圾填埋所占用

土地150亩，并能减少垃圾填埋产生的渗

滤液对地下水的污染，其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环保效益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填

埋、焚烧投资费用分别为30万元/吨和50

万元/吨，而垃圾资源化处理的投资仅为

15万元/吨。

1月20日上午，汝州市环保局联合大峪镇

政府依法取缔了大峪镇大峪村一土法铝石

窑。

该土法铝石窑无任何环保措施，生产中

产生的废气直接排放，污染重、能耗高，严重

影响当地的环境和群众的身心健康。此次行

动，进一步贯彻了新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对

汝州市非法生产铝石窑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

用。 秦银强 陈中瑞摄

我省开展环境安全隐患专项检查

对每个河流断面逐个进行检查

省环保厅下发《2015年河南省环境监察
工作要点》

对全省30%的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开展环境监察稽查

平顶山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争创省级“绿色企业”

汝州市

取缔一土法铝石窑
安阳

排污企业负责人被行政拘留

汤阴：生活垃圾也是“宝”

“十五小”藏身大企业
环保局一天端掉仨
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新乡市首用查封扣押权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鸿

马国库）日前，省林业厅批复鹿邑县涡河

湿地公园为省级湿地公园建设试点，这

标志着该县林业生态建设迈上一个新台

阶。

涡河是流经鹿邑县境内河道最长、

面积最大的天然河流湿地。保护和恢复

涡河湿地生态系统，对当地打造天蓝、地

绿、水净的美丽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该县拟建的涡河省级湿地公

园沿涡河呈带状分布，西起柘城县县界，

东至安徽省省界，规划区东西长40.11公

里，南北宽 12.29 公里，规划总面积

995.33公顷。承接着上游来水、蓄水补

水、地表径流、下游排涝和航运的功能，

年蓄水总量达1400万立方米，为鹿邑县

境内重要的水资源地，在维护区域水平

衡中发挥重要作用。

湿地公园建设坚持“保护优先、科学

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规划建设期6年，分发展、完善两个阶段

进行，整个规划区将划分为生态保育区、

恢复重建区、科普宣教区、合理利用区和

管理服务区五大功能区。

该公园建成后，将有效保护和恢复

湿地生态系统，充分发挥湿地的生态保

护功能、科普宣教功能、生态旅游功能和

环境调节功能，有效保障涡河及下游淮

河的水环境和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

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鹿邑县涡河湿地公园

成为省级湿地公园
建设试点

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公开全省环境质量状况和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每季度公布省辖市城市
河流水质监测排名，每月公布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创新开展“公众环保体验日”、绿色系列创建、青年环
境友好使者行动、公众环境意识和环保行为调查等社会化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志昭 实习生梁

桢）1月30日，省环保厅在许昌召开了

核安全文化宣传贯彻推进专项行动

会，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强化核行业

从业者法律意识，全面提升我省核与

辐射安全水平，落实“违规操作零容

忍，弄虚作假零容忍”的两个“零容

忍”。省环保厅副厅长师伟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

2014年9月1日，国家核安全局

正式发文，决定从2014年8月至2015

年8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核

安全文化宣传贯彻推进专项行动，通

过法规宣传贯彻核安全文化教育，提

高认识，完善机制。按照专项行动总

体方案，宣传贯彻推进要做到“覆盖全

体持证单位，覆盖全体骨干人员”的两

个“全覆盖”。

宣传贯彻会上，师伟副厅长结合

我省实际，简述了我省辐射环境监管

取得的成绩，总结了基本经验，分析了

辐射安全监管面临的形势，重点对核

安全文化的重要意义、基本内涵、主要

内容进行了阐述，并对如何贯彻落实

核安全文化宣贯提出了四点要求：一

是分级组织、各负其责；二是全员参

与，突出重点；三是剖析案例，接受教

训；四是建章立制、持续提高。

我省组织召开核安全文化宣传贯彻会

落实两个“零容忍”

涡河美景涡河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