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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动态

卢氏县

铁腕治污留住
“天中蓝”

联防联控开展治污专项行动

驻马店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第一季度全省排名第一
今年以来，驻马店市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 持 续 改 善 。 第 一 季 度 ，全 市 PM10、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5.7%、6.2%，全
市优良天数 47 天，同比增加 7 天，全省排
名第一。
今年，驻马店市环保局将认真贯彻落
实十九大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围绕大气、水、
土壤污染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留住“天
中蓝”。2018 年省政府下达该市空气质
量目标为：PM10 平均浓度 89 微克/立方
米，PM2.5 平均浓度 54 微克/立方米，优
良天数 230 天。任务更重，标准更高。该
市环保局从精细管控扬尘污染，在市中心

水利风采

城区开展城市清洁活动，加大督导检查力
度入手，确保该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驻马店市环保局按照计划，今年 6 月
底前全市安装 10 套固定遥感监测设备，
移动式遥感监测设施两台；7 月底前完成
1 家制药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8
月底前完成 8 家建材行业无组织排放治
理项目；10 月底前完成 1 家水泥行业超低
排放改造试点项目，完成 3 台 35 蒸吨及以
下燃煤锅炉拆改或清洁能源改造计划。
2018 年，完成中心城区新增集中供热面
积 48 万平方米，新建、改造管网总长度
4.4 公里，新建、改造换热站 3 座。
做好顶层设计，加强部门协调，做好
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

工作。完善水攻坚各项机制，推动重点工 污设施配套率达 96%。积极推进入河排
程建设。今年，列入省水攻坚方案任务的 污口治理，全市共排查出 6 个直接入河排
9 个重点工程（含新蔡县 1 个）已开工 8 污口，已完成整治两个。加快推进驻马店
个，生态湿地项目已全部开工在建；农村 “智慧环保”水质平台建设，出台更加严格
环境综合整治村庄任务总计 140 个，目前 的奖惩办法，增建 8 个人工湿地工程。同
已完成 14 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整治任 时与县区和相关市直部门签订土壤污染
务进展顺利；需对 70 家规模养殖场进行 防治目标责任书，健全制度，形成全市土
整治，已完成 24 家；全市 1933 家规模化 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本框架，确保完成
畜禽养殖场，已完成 1856 家整治任务，粪 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王全忠)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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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环境

洛宁县

举行首届
“横渡母亲河”
活动
为全力营造“美丽洛宁，我是行动
者”的浓厚氛围，5 月 13 日，洛宁县首届
“横渡母亲河”活动在西洛水河畔举行，
来自洛宁县游泳协会的20名游泳爱好者
和三门峡市、新安县、嵩县、孟津县游泳
协会的受邀代表们共同参加此次活动。
在洛水河畔，
20名洛宁游泳协会的会

员和来自三门峡市、新安县、嵩县、孟津县
游泳协会的代表在洛河水中尽情地畅游，
与“母亲河”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活动
结束后，
参加首届
“横渡母亲河”
活动的游
泳爱好者纷纷表示，今后要积极参与“爱
我洛河，
护我洛河”
绿盾保护行动，
以实际
行动保护母亲河。
（鲍英超）

西峡县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护绿行动”
巩固创森建设成果

商水县练集镇

相关负责人汇报的方式，重点对建筑工
地“六个百分百”和前期督导存在的问
题进行督查。据悉，自扬尘污染治理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各职能部门发挥带头
作用，相关部门积极协作配合，该县环
境空气质量指数明显下降，县域空气质
量得到明显改善。(杨勇 呼延华伟)

图片新闻

驻马店市

自去年 12 月 1 日启动“护绿行动”专
项行动以来，驻马店市共查办涉林案件
211 起，侦查终结 125 起，在打击涉林违法
犯罪、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安全的
同时不断巩固创森建设成果。该专项行动
将持续至今年 5 月底。
在“护绿行动”专项行动中，驻马店派
出 9 个督导组，并组织林业、地方公安、森
林公安等专门力量，与司法、国土、城建、工
商、环保、水利、交通、公路等部门通力合
作，对毁坏新植幼树，破坏农田林网、绿化
通道，盗伐滥伐林木，非法占用林地，在自
然保护区、湿地、候鸟迁徙通道等非法猎
捕、杀害、运输野生动物，毁林开垦，采石采
沙和露天采煤采矿、取土及新型产业建设
违规占用林地等涉林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重
点打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涉林案
件与过去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尹培义)

5 月 9 日，由卢氏县控尘办牵头，县
攻坚办、县电视台配合对该县城区及城
乡接合部扬尘污染治理情况进行专项
督导。
督导组先后来到城东小学、产业集
聚区施工工地、建业城工地、洛河水体
景观工程等，采取实地查看和施工工地

近日，西峡县环保局召开危废企业
座谈会，全县产生危险废物并纳入监管
的 9 家企业和土壤攻坚办全体成员参加
了会议。
西峡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
丹江口水库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保护好
土壤环境事关农产品、饮用水安全和人
居环境健康，事关生态文明和美丽西峡
建设。
会议要求，为加快推进土壤污染防

治进程，尽快改善土壤环境质量，确保完
成 2018 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目标任务，
全县要在全面启动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
查和严格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上下功夫。
要严厉处罚非法转移行为，对不执行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不制订应急预案，
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倾倒、遗撒危险
废物，将危险废物交由无资质单位处置
等违法行为，依法从重从严处理，涉嫌犯
罪的要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宋轩）

鹿邑县

超额完成植树造林任务
5 月 8 日，一名游客在宁陵县阳一乡潘集村温室大棚里采摘无公害葡萄。今年，该县科协引导农民采用无公害栽培模式、发展反
季节温室大棚葡萄喜获丰收，
亩效益在 6 万多元。吕忠箱 摄

新乡市

约谈会上，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办首先要求这三个县（市）要对环境治
理工作重视起来，抓住重点区域和治理
重点，落实各项治理措施，对问题认真仔
细追责等，以尽快扭转治污情况不好的
被 动 局 面 。 其 次 ，国 家“ 千 人 计 划 ”
PM2.5 特别防治与河北先河驻新乡专家

组分别就 4 月辉县市、新乡县和长垣县
各项污染物指数以及存在的环境问题予
以讲解和分析，对共同存在的省道道路、
工业企业堆场、重型车辆超标运输、施工
工地扬尘等较严重的扬尘污染问题，专
家组给出了科学的治理意见和建议。
（曲
晓青）

舞钢市环保局

对
“零口供”
违法企业顶格处罚
查笔录和勘验笔录，并对违法行为展开
立案调查。
但舞钢市环境监察大队在按照程序
调查的过程中，经营者吴某拒不配合。鉴
于吴某经营的建材厂拒绝提供相关资料，
拒绝配合调查，拒绝在舞钢市环保局现场
检查记录及舞钢市环保局行政处罚文书
送达回证上签字，拒绝落实《责令改正环
境违法行为决定书》的改正要求，舞钢市

1.062 万亩，植树 220 万株，是省下达目
标任务的 236%，其中绿化廊道 285 公
里、造林 3540 亩，绿化林网道路 240 公
里、造林 2510 亩，城郊及村镇绿化造林
3000 亩，木本油料造林 570 亩，经济林
造林 1000 亩。
（马国库）

稿约

三县（市）治污不力被约谈

5 月 9 日，因 4 月治污不力，辉县市、
今年以来，商水县练集镇紧扣“管、
新乡县和长垣县被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
巡、治”三个环节扎实开展水环境综合治
攻坚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新乡市环
理，积极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
境污染防治攻坚办）集体约谈。新乡市
态环境。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要求被约谈的县
专人“管”河。严格落实镇、村、网格
三级管理责任体系，设立总河长、副总河 （市）要抓住重点问题迅速整改，尽快扭
转被动局面。
长、河长 7 名，村级河长 16 名，网格员 32
名，分级分段对辖区内的 5 条河道进行管
理。聘用 30 名贫困户为“河管员”，开展日
常河道保洁管护工作。
常态“巡”河。制定河长巡查、河长会
议、工作督查 3 项河长制工作制度，定期对
所负责区域内的河道进行巡查，设立“一
河一档”工作台账，登记造册，实行销号管
理。借助练集镇“清河行动”微信群，及时
近日，舞钢市环保局在该局案件审
通报巡查和整改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已
理委员会上一致通过一起“零口供”环境
开展专门巡河 33 人次，村级河长开展巡河
违法处罚案件。
109 人次。
今年 4 月底，舞钢市某建材厂的大气
精准
“治”
河。该镇投入11万元为河道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未与环境保护
沿线的15个村统一购置垃圾箱1300个，
雇
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擅自点火
用垃圾清运车及时清运垃圾，
确保生活垃圾
生产。舞钢市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发
不进入河道。同时，
重点对河道沿线乱占乱
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等
“八乱” 现后立即责令停止该违法行为，同时第
一时间固定了违法证据，现场制作了检
现象开展拉网式检查。(李汝涛）

今春以来，鹿邑县坚持“全面动员、
突出重点、栽活管住绿起来”的总体要
求，以林网建设和通道绿化为重点，广泛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全县植树造林
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 至 目 前 ，该 县 累 计 完 成 造 林

环保局调查人员坚决依法办理，所认定违
法事实清楚，固定证据确凿充分，在案件
审理委员会上全体人员一致通过，对该企
业作出顶格处罚。同时，致函市发改委进
行断电，对该企业的违法信息告知工商、
信用等有关部门，对其各项优惠措施不再
提供。在此，舞钢市环保局希望其他企业
引以为戒，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和环保义
务，
自觉接受监督和管理。
（董晓红）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
有了极大提高，但是各方面的污染也随
之而来，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质量。因
此，低碳、环保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绿色
发展，首先要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
题。而推进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
走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之
路，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从今年起本报的《绿色中原》版进
一步改版为《生态中原》，其内容更充
实，涵括环保、农业、林业、水利等方
面。应广大读者需求，本版特开设热点
聚焦、生态农业、环保卫士、水利风采、
美丽家园等栏目，将以“聚焦生态热点
展示大美中原”为主旋律，刊发省辖市、
县（市、区）、乡（镇）在农、林、水利、环保
等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新思路、
新做法、新模式，从而展示我省近年来
生态建设成就，提高公众保护生态环境
的意识，共建美丽家园。敬请读者关注
与互动，
同时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栏目设置如下:
热点聚焦：深入挖掘并推广有关
农、林、水、环保等方面有创新的新思
路、新做法、新模式。

生态农业：发布新型的农业知识
与技能，按照生态学原理，应用现代的
科学技术进行经营。既要丰产丰收又
要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
各地动态：发布省辖市、县（市、
区）、乡（镇）在农、林、水利、环保等方
面动态及信息。
水利风采：推广我省水资源质量、
开发利用、水生态环境等水利方面好的
做法和方法，
展示其取得的成果及荣誉。
环保卫士：刊发在环境保护方面
做出贡献的典型人物事迹。
互动交流：
推广各地保护生态环境的
经验，
读者可针对本版内容进行互动交流。
美丽家园：根据当地自然生态环
境，运用生态学和其他科学技术建设
美好家园。
现场监察（环境
“红黑榜”
）：
多角度曝
光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违法行为，
同时也树
立在治污、
环保方面表现突出的典型。
环保小贴士：刊发一些生活中的环
保技巧，环保节能小习惯、小方法。比
如降低功耗、减少污染、绿色出行等。
投稿电子邮箱：hnrbhxy@126.
com
电话：0371-65795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