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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清新，天空湛蓝，白云悠悠，晚霞

满天……这不是童话，这是当下的大美新

蔡。大气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新蔡的

这一大变化，是大气污染防治动真格取得的

成果。

“新蔡县的天空确实发生了大变化。”

6月18日，笔者拨通新蔡县环保局的电

话，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

优良天数111天，比2017年同期增加24

天。去年以来，新蔡及时调整、成立了高

规格的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8名县处级领导组成，县长任

组长，县政协副主席兼任环境攻坚办主

任，全县各职能部门、各乡镇（街道）共同

参与、齐抓共管。

环境保护，重在提高全民意识。该县

开展立体、全覆盖环保宣传教育，增强全

县干部群众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和法制意

识，树立“人人都是污染制造者、人人都是

污染受害者、人人都是污染治理者”的思

想理念，广泛营造“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

斗”的社会氛围。

“三治本”“三治标”，标本兼治落到实

处。“三治本”，即推进供热供暖，取缔“散

乱污”企业，推进燃煤散烧治理；“三治

标”，即抓实扬尘污染管控，严格工业污染

源排放，强化网格化建设及“三员”现场管

理。该县对环境污染治理不力的13位责

任人严肃问责，对28家企业和施工单位

从严处罚，在全县很快形成了有力震慑，

保障了“三治本”“三治标”工作的高效推

进。

对境内的所有工地，该县严格落实周

边围挡、物料（渣土）堆放覆盖、土方开挖

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

车辆密闭运输、中心城区智能渣土车辆全

覆盖、场内非道路施工机械达标排放“八

个百分之百”污染防控措施，并对符合条

件的60个施工工地安装在线监控；城区

的55个施工工地，全部实现“三员”现场

管理，并公示监督员、网格员、管理员姓

名、电话及职责。与此同时，该县健全环

境污染防治网格化监管机制，公示网格化

管理职责、管理人员名单、联系方式，要求

各级网格对辖区内工地、工业企业、道路

保洁、加油站及其他影响环境质量的情况

进行日常监管，编制大气污染防治监管台

账，加大网格内监管台账人工现场巡检力

度，切实发挥网格化监管作用。

如今的新蔡县，劣质煤销售点没了，

露天烧烤没了，黄标车淘汰了，餐饮企业

完成了油烟治理，渣土车安装了北斗定

位，城区主要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了

100%。

“大气污染防治，我们一直在路上。”

该县环保局局长曹志强告诉笔者。下一

步，新蔡县将在源头治理、应急管控、在精

准精细精确治污三方面克难攻坚，打好打

赢蓝天保卫战，以确保蓝天白云“常驻”新

蔡。（赵岩）

为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环境

权益，使群众环境诉求得到有效解

决，近日，洛宁县委副书记、县长周

东柯带领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

局长马怀庆，县环保局局长戴耀武

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到该县景阳镇洛

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就中央第

一环保督察组“回头看”活动交办案

件群众信访举报办理整改情况进行

现场核查。

周东柯一行深入到该公司生产车

间、仓库等地进行实地查看。他强调，

乡镇政府和县直各部门对中央第一环

保督察组交办案件，要第一时间到现

场核查情况、处理问题、督促整改，真

正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弄清楚，确保交

办问题的整改落实到位；企业要充分

发挥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大

环保资金投入力度，加快环保设施建

设进度、加强企业环境及安全管理，确

保依法依规生产，要努力争创绿色环

保型企业。（鲍英超）

洛宁县将解决群众诉求放首位

6月 15日，省、市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后，西

峡县长周华锋以“四个第一”“四个不

放过”强调了全县要全力做好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交办案件工作。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问

题，他指出，要按照“第一时间交

办、第一时间查实、第一时间整改、

第一时间反馈”的“四个第一”要

求，全力以赴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协调保障各项工作，重点做好

交办信访案件的整改工作，努力提

高办结率和群众满意度，避免重复

举报。

要按照交办问题“不查不放过、不

查清不放过、不处理不放过、不整改不

放过”的“四个不放过”要求，采取非常

规措施，加大整改力度。县处级以上

领导既要抓好分包乡镇工作，又要抓

好分管领域、战线、部门涉及环保整改

的各项工作；乡镇党政一把手、县直部

门一把手必须亲自过问，亲自抓落实，

提高工作效率。

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在

迅速治标的同时立即启动治本措施，

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启动责

任追究，对超过规定办理时间，或整改

不到位、不彻底，甚至应付整改、虚假

整改的，一律移交县纪委、县监委实施

责任追究。（宋轩）

为全力做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工作，汝阳县

狠抓落实，扎实推进，确保交办问题整

改工作取得实效。

“快”交办。严格按照县下发的

《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汝阳县协调保障工作方案》，办案人员

落实24小时值班。接到转交问题线

索后，确保在两个小时内完成案件交

办工作。

“盯”整改。在整改过程中，县委

书记每天召集县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组织案件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负责

人，召开分析研判会解决案件办理中

的问题，做到任务明、责任清，问题整

改标准高、要求严。同时，县主要领导

带队现场推进问题整改，对整改情况

进行现场验收。

“建”长效。要求各乡镇和县

直相关单位每天对属地或分管领

域开展自査自纠，进一步建立健全

网格化监管制度、日常巡查制度等

长效机制，落实常态化管理机制，

确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截至 6

月 24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

头看”共交办案件 35件，问题整改

情况经过市核查组现场核查 13

件。（张竣斐）

针对经营性煤场环境污染问题，焦作

市重拳出击，按照煤场整治“9+1”细化标

准和加快推进煤场整治工作要求，将于6

月底前关闭退出经营性煤场203家，全市

经营性煤场将减少50%。7月15日以后，

未通过整治验收的煤场，将不再纳入监管

备案范围，由属地政府负责依法关闭。

2018年焦作市登记的经营性煤场共

有409家，主要集中在沁阳市、博爱县、武

陟县。三个县（市）按照《关于加快推进

全市经营性煤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的通

知》要求，对辖区内所有经营性煤场进行

摸底甄别，将能够完善手续且能按要求

标准实施整治的煤场和因土地、规划、安

全等因素不能按要求标准实施整治的煤

场区分开，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措施，

制订完善的规范整治工作方案。博爱县

共排查出经营性煤场184家，其中具备规

范整治条件的95家，拟关闭退出89家；

沁阳市共排查出经营性煤场204家，其中

具备规范整治条件的111家，拟关闭退出

93家；武陟县只有山煤集团河南煤炭物

流有限公司1家煤炭物流园区（园区内共

有经营性煤场21家）。全市具备规范整

治条件的共206家，拟关闭退出的共203

家。下一步，焦作市要求各县（市、区）进

一步明确职责分工、明确保障措施、明确

奖惩规定，建立经营性煤场环境污染整

治专门协调机构，形成工作合力，完成煤

场环境整治工作。（王志昭）

焦作市重拳出击整治经营性煤场

▶近日，周口市环保局党组以集中

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对宪法、监察法进行深入学习贯

彻，强化干部职工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

平。图为6月19日，周口市环保局组

员干部对宪法、监察法等基本知识进行

严格测试。罗景山王晨丁雅摄

6月22日，舞钢市环保局环境监察

大队联合属地乡镇、派出所、供电所对4

家烧结砖厂自动在线未联网的行为采取

强制性断电措施，其中，一家于22日已主

动停产，2家实施强制性断电，一家已与

环保部门联上网。

废气自动在线设备是集环境监测、

远程监控及污染报警处理等于一体的一

个综合管理系统，安装连接后能够实时、

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生产情况及产排污状

况。这4家烧结砖场是上级部门要求必

须安装废气自动在线设备的企业，前期

设备已到位，但迟迟未按要求与三级环

保部门联网，违反有关法律法规，针对违

法行为，舞钢市环保局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已立案处罚并责

令停止该违法行为，但对执行情况现场

检查时发现并未停产到位。因环保部门

没有采取断电及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

该违法行为始终未得到终止。为了有效

打击该违法行为，舞钢市环保局致函有

关部门，联合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性措施

进行断电。下一步，舞钢市环保局与有

关部门对4家未联网的烧结砖厂加强配

合巡查，坚决制止违法行为。待4家烧结

砖厂自动在线联网运行正常后再打报告

恢复生产。（董晓红）

舞钢市对4家违法企业实施强制性断电

根据气象预测，目前宁陵县已进入

主汛期。为切实做好水环境风险防范工

作，严防发生水环境污染事件，该县坚决

做好水环境风险防范，确保全县水环境

安全。

6月26日，宁陵县政府副县长周克

章主持召开防范水环境风险紧急会议，

根据河道巡查情况及气象形势，制订重

点区域水污染防治应急预案。督促涉

水企业认真履行责任，及时排除各种环

境安全隐患。加大对水污染源和环境

风险源企业巡查、抽查、暗查的力度，强

化对所辖区域内工业企业的环境监管，

严防企业利用雨天进行偷排、漏排。组

织各乡镇立即对辖区内饮用水源地、主

要河道及周边区域再次开展排查，对发

现的问题能及时处置的立即采取处置措

施；无法及时处置的，迅速上报研究落实

整改措施，消除水环境污染隐患。

同时，做好下清水河、大沙河、古宋

河等上下游水污染的联防联控，密切关

注河流水质变化，严防超标水体形成污

染团下泄对下游水质造成冲击，预防河

流出境断面突发环境事件。严格执行突

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通报制度，畅通突

发环境事件信息渠道，做到一旦发生突

发环境事件，及时准确地报送相关信息，

对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相关信息的行

为，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

任。(夏金明)

6月 19日，濮阳县县长孙庆伟对扬

尘污染治理工作进行专项夜查，县政府

党组成员、副县长陈增光及县环保局、

督查局等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陪同检

查。

孙庆伟一行先后到濮渠路新南环处、

工业路国庆路建筑垃圾清运点，富民路

学校建筑工地等地督导检查渣土车运输

及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孙庆伟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环境保

护工作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坚持把扬尘

管控工作作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加强

施工全过程监管，严格控制扬尘，全面落

实降尘措施。加大对全县施工工地巡查

力度，加强巡查频次，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对违反规定造

成扬尘污染的行为依法依规严管重罚，

切实做好扬尘治理工作。各级各部门要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真正将环境保护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胡聪）

为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双联双促”活

动，6月25日，渑池县环境保护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道德讲堂走进仁村乡东张

村村、雪白村，以流动讲堂的形式迎接党

的97岁生日。

在东张村村，环保局党员志愿者和

农村党员干部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歌曲，观看党史纪录片《共产党

员》，大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有了

更深的了解。党员志愿者们先后深入农

户，对东张村村和雪白村4名老党员进

行了慰问，为他们送去了环保人的关爱；

在马跑泉县委旧址前，全体党员志愿者

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

言表达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大家纷纷表

示，今后要不忘入党初心，牢记为民使

命，坚决打好、打赢环保、脱贫两大攻坚

战。（董先锋董曼红）

新蔡县大气污染防治动真格

蓝天白云成“常客”

濮阳县

专项夜查 治理扬尘污染

6月 23日，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调

研指导环境保护工作。县委常委、县委

办公室主任刘锐，副县长魏志峰，县政协

副主席、环保局局长葛瑞峰等参加了调

研。

常奇民一行先后深入到垃圾处理场、

县五得润食品有限公司、濮阳市福泰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师庄橡胶坝工程等地实地

调研。

常奇民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统筹考虑，治本治标，持续提升环境保护

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要从速度、质量、

安全、廉洁、环保等方面，严把项目建设

关，压紧压实各相关部门的责任。要全

力以赴搞好服务，教育、督促、指导企业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生产，合法合规正常

经营。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最严肃的问责制度、最严厉的处罚措

施，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于发现的问题

坚决一查到底，严惩不贷。要建立健全

长效工作机制，形成人人参与、成果共享

的良好氛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王文森）

台前县
发现问题 一查到底

渑池县
道德讲堂进乡村

宁陵县联防联控防范水环境风险

环保督察“回头看”

汝阳县“严”字当头抓整改

西峡县标本兼治 重在治本

荥阳市扩建污水处理工程促达标排放

随着荥阳市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

城市框架不断拉大，生活污水及工业污

废水的排放量大幅增长，该市第一污水

处理厂原污水处理系统均已超负荷运营

并对污水处理效果产生影响。

为更好地服务该市经济建设，确保

城市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日前，荥阳第

一污水处理厂申请在原址基础上通过对

原构筑物进行升级改造等措施扩建2万

吨/日，满足国家规定的排水水质要求，

以满足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污水处理

问题。(王磊王晓玉）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指导

下，全国上下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道路，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普惠民生福祉，令人欣喜不已。

然而，有些地方对污染防治攻坚战却

严重存在着以“点”代面的问题，只注重大

河大沟大渠大环境和城镇区的污染防治，

而忽视对小河小渠小沟、小街小巷及穷乡

僻壤的污染防治，只注重打造示范点、造

盆景，而忽视大面大里的污染防治。“点”

上亮点纷呈，处处整洁干净、有模有样，一

点毛病也挑不出来。上级领导视察、检查

组督察、参观团学习，统统往“点”上领，去

“点”上看、以“点”代面、以俊遮丑；而面上

的污染防治却令人担忧，垃圾处处，杂草

丛生，气味刺鼻，蚊虫横行，即使有人管有

人清也大多是为了迎合检查验收，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蜻蜓点水般地应付差事。这

种佯做假干、重表不重里子、造点不顾面

的做法是完全不对的。

在工作中，采取以“点”代面，示范引领，

的确是有效推动环保工作全面深入细致快捷

开展的好办法，应大力倡导和推广。但如果

只秀点、不亮面，点上开花，面上无果，那岂不

成了“花架子”和“面子工程”，使“点”上的示范

引领无力，对面上的指导作用和价值失调。

生态文明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根本大计，必须真抓实干，全覆盖、零

容忍，玩虚的不行，做假的更不行。要下

真功、掏实劲，不装模作样，既要“点”秀

又要做好面，表里一致。只有这样，才能

充分发挥试点的带头引领作用，使“点”

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面上开花结果，

才能交上一份令上级放心、人民满意的

污染防治答卷。（张会丽）

污染防治不能以“点”代面

◀为进一步学习

弘扬焦裕禄“三股劲”，

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

攻坚，6月25日，卢氏

县环保局负责人带领

局班子成员、部分干

部职工，到所包扶的

瓦窑沟乡里曼坪村座

谈交流、走访入户，共

话脱贫。呼延华伟摄

自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开

展以来，泌阳县夯实三条措施，办快、

办实、办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

办案件，取得良好效果。

立即办理，督导整改。接到交办

案件第一时间召开交办会，将任务面

对面交到相关单位负责人手里。同

时，为做好督办工作，县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领导小组按照分工负责各个

环节的跟踪督办，调查取证，取缔、整

改，报告形成，按照交办时间要求，不

折不扣完成。

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紧紧围绕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案件，严格

落实“立即成立专案组、抓紧开展现场

调查、彻底整改到位”的工作要求，加大

执法力度，加快整改、取缔速度，并对辖

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个人进行彻底排

查，对存在污染隐患的下达限期整改通

知书；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排污的从

严从重处理，有效震慑了不遵守环保法

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强力推进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工作顺利开展。

巩固整改，防止反弹。要求环保、

林业、国土等职能单位加强日常监管。

采取现场查看和走访周边群众等方式，

对已办结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件

进行跟踪回访调查，并建立日常监管台

账。至目前，泌阳县接办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案件16件，已办结14件，顺

利通过省市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

件现场审核。（王凤莲崔五星）

泌阳县巩固整改 防止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