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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195天优良天气？我省已完成了！
滑县被命名为省级生态县

□本报记者焦莫寒

本月20日前后，包括河南在内的我国

中东部地区发生了今年以来持续时间长、覆

盖范围广、污染程度重的灰霾天气。12月

20日14时，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所属的全国

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的数据显示，河

南18个省辖市空气污染等级全部为“严重

污染”，居全国空气污染“黑榜”首位。其中

安阳的“爆表”持续时间最长。公众由此也

深切地感受到了“十面霾伏”对于人们生产

生活所带来的不便与危害。

其实，这一轮重度灰霾来袭之时，我省

各地按照大气污染的程度，均相应地启动了

不同级别的应急措施。问题是各级、各地政

府的应急机制启动之后，未能得到相关企业

的响应，一些企业甚至还顶风作案，“逆势排

污”。据媒体报道，全省有2998家应该停产

的企业用电量与停产前变化不大，900家限

产的企业用电变化量也不大。环保厅部门

的督察组甚至发现，鹤壁、濮阳两地的个别

限产企业用电量甚至还呈现了不降反升的

趋势。

毫无疑问，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的大气污

染治理及应对，减排是关键。这其中，作为

承担着污染减排主体责任的众多企业，理应

自觉减少排污强度才是。然而现实的情况

却相反，全省近4000家之前已被明确要求

停产、限产的企业在政府发布了高等级的极

端天气预警之后，居然无视政府的禁令，依

然我行我素，违法生产，这无疑反映了这些

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与环保意识的淡漠。

对于这些企业顶风违法生产、“逆势排污”的

行为，我们要大声地对其说“不”。

企业顶风生产，“逆势排污”固然有其自

身恶意违法的严重问题，但作为这些企业所

在地的当地政府和监管部门，是否也应当从

这件事中认真作出一番反思，并进而切实改

进、强化我们的监管工作。正如许甘露副省

长在12月19日晚召开的全省重污染天气应

急应对紧急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该停的没

停，该限的没限，说明我们的管控出现了问

题。省领导的批评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如何加强管控，我以为不外乎从两方面

入手，一方面职能部门要加强平时经常性的

督察，以使企业时时处于监管与约束之中。

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大处罚的力度，要综合运

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对违法排污

的企业实施最严厉的惩处。尤其要善于、敢

于亮出法律这柄利剑，因为对于一部分无良

企业而言，仅靠道德的力量约束或许是不够

的，还必须依靠法制的力量来规范约束。如

此才能对那些违法顶风排污的企业产生震

慑作用。

政府加强监管的同时，我以为还应发动

公众来监督约束企业的生产行为，只有当全

社会都对那些违法排污企业的无良行为说

“不”时，环境违法现象才会成为人人喊打的

过街老鼠，可以相信，只有政府与公众共同

携起手来的监管才是无死角的监管。

今年7月初，我省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目标任务，2016年即将过去，如今完

成得咋样？

12月26日，记者从省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办公室获悉，截至当天，我省全年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195天，已完成《河南省

2016年度蓝天工程实施方案》中，优良天数

要达190天以上的目标要求。

据了解，全省优良天数是由全省17个

省辖市（济源市不在环保部的考核范围）各

自的优良天数相加总和再除以17而得。根

据省环保厅发布的2014年、2015年全省环

境质量状况数据，全省空气优良天数都是

183天，占全年天数的50.14%。

截至12月24日，全省18个省辖市优良

天数超过200天的达到了7个，分别是信阳、

开封、许昌、周口、驻马店、鹤壁、济源。此

外，漯河、南阳、平顶山、三门峡、商丘等市也

实现了优良天数在190天以上。其中信阳

优良天数最多。部分省辖市还未完成优良

天数目标，但同比都有所增加。

春节临近，为了加强小集镇管理，确保环境优美、道路畅通，商水县平店乡采取印发公告、组建城管队、动用铲车统一行动等措

施，对集市道路脏乱差和出店经营、占道经营、马路市场进行了重点整治。图为近日该乡组织的集中拆除清理现场。赵永昌摄

本报讯 12月15日，为保证汝

南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正常生产

运行，结合当前严峻的环保形势，汝

州市环保局召开汝南产业集聚区涉

水企业专项整治会。汝南产业集聚

区污水处理厂及天瑞焦化、宏翔生

物等24家涉水排污企业负责人参

加会议。

会议就当前进入管网源头污水

超标，导致汝南污水处理厂无法正

常运行的情况作出一系列安排部

署：一是对排污管线重新开展排查，

按照排污管网图，明确专职人员分

段、分井盖24小时不间断排查，发

现水量、水质变化立即报告；二是对

企业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登记造

册，每个企业只能有一个排污口，多

余排污口进行封闭；三是各企业要

切实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加强环境

管理，确保污水处理站稳定运行、达

标排放；四是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

为，对于没有达标排放的企业要进

行停产整改，发现私设暗管或逃避

监管等方式排放污染物的，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从严处罚。

（秦克亮 张致源）

本报讯 在2016年即将过去之际，新

乡市集全市之力从严格落实错峰生产及停

限产措施、强力推进燃煤散烧管控等7个方

面，冲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严格落实错峰生产及停限产措施。根

据要求，该停的必须停到位，该限的要具体

到车间工段、岗位，对不按要求停产限产的

企业和企业负责人依法予以严惩。强力推

进燃煤散烧管控。严把原煤质量关，定期

对清洁型煤进行煤质检验，杜绝劣质型煤

的生产和流通，保障市场洁净型煤煤质。

强化扬尘污染防治。持续开展清洁城市行

动，道路清扫保洁以克论净，各类施工工地

在冬季停工前要严格落实好苫盖等各项扬

尘控制措施。机动车污染防控。达不到排

放标准的车辆一律不予注册登记，对违反

单双号限行规定的进行处罚。加大黄标车

淘汰力度，对黄标车限行实施情况进行监

管，对违规驶入禁行区域的限行车辆依法

查处。加强油品质量监管。对全市民营加

油站开展普查，始终保持对“黑加油站

（点）”整治的高压态势，建立完善“黑加油

站（点）”台账，明确打击措施，防止被打击

的“黑加油站（点）”死灰复燃。禁止焚烧秸

秆落叶和垃圾。确保我市农业生产和生活

废弃物不燃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黑一块

地。切实加强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当预测

可能出现重污染天气时，要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果断采取相应措施。

（曲晓青）

本报讯 信阳市环保局成立了

以局长为组长的法治工作领导小

组，设立专门办公室，负责日常普法

工作，将普法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

划，明确工作任务，认真组织实施。

不断加强媒体宣传。充分利用

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大力宣传环

保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社会化宣

传。在“6·5”世界环境日等大型宣

传活动上通过组织宣传队、印制宣

传册、设置宣传展板等方式着重宣

传环保法律法规，并积极开展环保

法律法规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等

活动，增强全民环境法治观念。全

面开展执法宣传。部门科室共同抓

法律法规宣传，谁执法谁宣传，在执

法的过程中全面宣传环保法律法

规，督促企业积极履行法律义务。

同时，局党组制定了年度学法

计划，带头定期学习法律法规，提高

依法决策能力。安排专项资金，编

印订购法律法规学习读本1000余

册，发放给全体环保系统工作人员

学习，提高执法人员法治意识和执

法水平。不断组织全市环保系统干

部职工参与远程培训，进行集中培

训。

（牛晓迪）

本报讯 为严格管控环境风险，

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内乡县坚持“全

覆盖、重实效”的原则，依法对不符合

产业政策、规划选址不当、装备水平

低、环保设施差、环境风险大、群众反

映强烈、不满足环保要求的环保违法

违规建设项目进行排查清理。

首先，内乡县环保局集中力量

摸清违法违规项目的底数，区分已

有和新建两种情况，确定项目清单，

建立清查台账，明确完成时限。二

是按照时间节点、下发督办、整改等

各类通知200余份，对逾期整改不

到位的3家企业提请县政府予以关

闭。三是实行清理工作周调度、月

通报、季督导制度，促进清理整改工

作扎实开展。通过违法违规项目的

清理整改工作，对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及各项审批条件，责令其补办环

保手续，对国家明令禁止建设或不

符合审批条件的坚决依法进行关停

或取缔。同时加强对新建项目的日

常监督检查，项目竣工后及时督促

建设单位申请验收，杜绝“未验先

投”“久拖不验”等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全县共清理项目

105家，其中关停企业38家，整改企

业65家，完善相关手续企业2家，违

法违规项目清理整顿工作取得实

效。 （裴爱华）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孟州市农村环

境保护工作，孟州市政府着眼大局，造福民

众，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对化工镇

晁庄村和许庄村污水进行治理。

2016年11月初，由环保局牵头开始设

计，29日经过政府采购形式公开招投标，两

项工程总投资约218万元，采取厌氧+人工

湿地处理工艺，经厌氧处理后，污水依靠重

力直接进入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设计为景观休闲式湿地，湿地

植物采用当地品种，主要为小叶芦苇和黄叶

菖蒲，湿地填料采用固定化微生物处理技

术，解决了北方湿地由于冬季温度降低导致

出水不达标问题。该工程采取无动力处理

工艺，零成本运行，充分发挥了资源的生产

潜力,有效防止农村环境的再污染。

据悉，这两项工程于12月15日开工，

预计30天后完工。 （刘香霞）

本报讯 12月21日，河南省环

保厅印发了《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

于命名省级生态县的决定》（豫环文

〔2016〕422号）文件，明确滑县为省

级生态县。滑县高度重视和不断深

化省级生态县创建工作，持续加大

创建工作力度，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过

全县各级各部门4年负重拼搏与省

级有关专家考核、审查、公示，已经

达到省级生态县考核指标要求，为

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河南做出

了新的贡献。 （陈东省）

本报讯 12月25日，全省大气攻坚办紧

急视频会议结束后，漯河召开会议。会议

要求，市建委、交通局、水利局加强施工工

地的停工管控；市公安局、交通局做好重点

区域、重点路段的机动车绕行管理；市工商

局、质监局再次开展国控监测点周边1000

米内燃煤散烧排查清理；市农业局做好落

叶、垃圾的焚烧管控；市建委和各县区加大

城市道路机扫洒水频次；市工信委负责、市

环保局监督各企业停限产到位。各级、各

部门督察组严格督察，确保管控措施在最

后6天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

同时，在各国控大气监督站点周边

1000米范围内，一是抓紧推进煤改气、煤改

电工作，二是餐饮油烟得到全部治理，三是

企业、工地全部停工，四是道路强化保洁保

湿，五是车辆实施临时管控。

（罗耀军）

本报讯 冬雨过后，天气晴好。12月23

日，河南省汝南县老君庙镇小方村宿鸭湖畔

迎来了“水好景好人更好，小方迎来吉祥鸟”

湿地旅游观鸟活动，摄影爱好者、野生鸟类

保护志愿者、湖畔村民纷纷到场参加活动启

动仪式。

大家来到宿鸭湖畔，欣赏了湿地美景，

观赏了天鹅、野鸭等珍稀禽类，众人对宿鸭

湖湿地风景赞不绝口，摄影爱好者把美好风

光收进镜头。

在汝南县，湿地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结

合，展示了自然之美，湿地旅游开发与乡村

扶贫开发结合，带动了农民致富，同时湿地

旅游开发还与城市休闲结合，注重游客参与

互动。打造一村一景、移步异景的特色旅游

项目，展现了自然美、生态美、乡村美，通过

湿地旅游开发达到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的

双赢局面。 （朱晓吾高翔刘艳琼）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农村人

居环境的整治力度，12月19日上

午，淮滨县防胡镇采取以会代训形

式，对全镇120名街村卫生保洁员

进行了系统培训。

会后，淮滨县防胡镇党委、镇政

府领导带领16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到各村进行观摩：一看沿途卫生保

洁情况，二看村部环境和各项制度

上墙情况，三看村林业生态建设情

况。通过现场观摩，各村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已初步达到预期效果。

据悉，淮滨县防胡镇镇政府还

为全镇120名保洁员配备了保洁

服，同时投放垃圾桶600个。

（王长江）

环保大家谈

向“逆势排污”说不

内乡县

严肃对待环保违法 清理105
个项目关停38家企业

湿地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双赢汝南县

□王争亚

新乡市

7方面
严控大气污染

信阳市

多措并举开展环保普法工作

汝州市

专项整治24家产业集聚区
涉水企业

淮滨县

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漯河市

强化最后6天
管控工作

孟州市 218万元推进农村污水治理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2月20日21时

30分至21日3时，郑州市委、市政府、监察

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分为六组，重

点对全市建筑施工工地、拆迁工地、主城区

大型货车渣土车、错峰生产工业企业、工业

企业限产限排及20蒸吨以下燃煤工业锅炉

等一级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联合“零点

夜查”行动。

此次夜查，发现部分施工工地存在扬尘

管控措施未落实到位或擅自施工等问题。

针对发现的问题，市大气办已将相关情况移

交各责任单位，要求相关单位于三日内做好

整改，并将相关整改、处罚等结果上报市大

气办。市大气办将适时开展后督察，对仍然

整改不到位的，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进行

责任追究。此次夜查共出动300余人次，60

余台车次，督导各类工地24家，工业企业13

家，燃煤锅炉6处，主干道11条。

郑州市 联合开展最大规模“零点夜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