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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
场城市活动在平顶山举行

以文保法规
呵护中原文化遗产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
题是：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6
月 9 日上午，省文物局与平顶山市
政府在平顶山共同主办了 2018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
活动现场举办了《改革开放 40
年河南文物事业发展成就展》等特
色展览，倡议成立河南文物保护志
愿者联盟，启动河南省文化遗产守
护者宣传推介活动；筹备成立河南
省博物馆联盟；举办了“传播与传
承”文化遗产主题讲座、2017 年度
考古新发现公众报告会、义务文物
鉴定咨询、文物法律法规宣传等系
列公益活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河南
各地通过悬挂标语横幅、摆放宣传
展板、举办特色展览等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宣传文物保护法
律法规和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普及
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据不完全统
计，全省各地市、省直管县组织开展
特色主题活动 280 余项，300 余家
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单位向公众
免费开放或优惠开放。

省食药监局

以更高标准
提升行政执法效果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侯群华）近日，省食药监局下发了
《关于做好 2018 年度全省食品药品
监管系统推进服务型执法建设工作
的通知》。通知指出，全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方式有效改进，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执法效果明显
提升，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工作取
得较大成效。
为实现服务型行政执法由探索
型向规范化转变、
由粗放型向精细化
转变、由经验型向标准化转变，该局
根据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统一制定河南省服务型行政执法
示范点培育办法和标准内容，
以更高
的标准、
更严的要求对全省系统已命
名的示范点进行再培育、再提升，在
示范点中打造、推荐一批标兵单位，
带动全省系统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
向更高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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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遂旺）
“要高质量完成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
察组转办的事项，
要一案一专办，
立即组织现
场调查核实，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严格按照规
定时限和程序上报办理结果，
做到立行立改、
立改立报，件件有落实，办毕有公示，效果受
监督。
”
6 月 10 日，
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表示，
要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
过，
责任追究不到位不放过，
群众不满意不放
过，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6 月 2 日以来，安阳市共收到中央第一
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共 8 批累计 32 件，已办
结、公示 9 件，其余 23 件正在按照程序办
理。围绕群众反映粉尘污染、噪声扰民、违
规生产、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责成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调查
核实，
限期整改。
近日，该市专门召开市委常委（扩大）
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落实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工作。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交办的重点案件，市委书记、市长挂帅现场
调研，提出整改意见。对其他案件，采取分
管领导负责制，夯实责任主体。
在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中，该市对
以往反馈的环保问题和信访投诉事项，进行
了全面的梳理汇总，进行复查，坚决防止问
题反弹和效果“回潮”。对发现的问题认真
查摆，举一反三，在长效机制建设、工作制度
落实上下功夫，堵塞了管理漏洞，提升了工
作水平。

许昌：夯实责任严肃问责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烜）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对许昌
市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和污染防治攻坚
工作成效的深度检验，我们要以最坚决的态
度，最有力的举措，深入抓好问题整改，做到
‘彻底改、改彻底’。”6 月 10 日，许昌市委副
书记、市长胡五岳表示，要统筹推进，精准施
策，以过硬的整改实效，推动全市生态文明
建设再上新台阶。
自 6 月 2 日起，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向

许昌交办了多起环境问题信访举报案件。
其中，群众举报许昌市东城区天宝路夜间拉
土方车辆噪声扰民问题严重。在调查核实
情况后，许昌市不仅成立综合执法小分队设
卡点进行夜间整治，还第一时间在全市开展
城市工程运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城市
工程运输车辆噪声扰民、抛撒泄漏、超载超
限等突出违法行为。
立行立改抓落实。针对中央第一环
保督察组“回头看”交办的信访案件，许昌
市 按 照 一 个 问 题 一 套 档 案 ，实 行 项 目 管

理、台账推进、全程留痕，对调查属实的问
题综合采用立案处罚、停产整治、限期整
改、关停取缔等手段，逐项整改完成，确保
对标达标。夯实责任严问责。许昌市坚
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工作
要求，明确各项工作任务领导责任、主体
责任和主管责任，对在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过程中行动迟缓、措施不力、问题突
出的单位和个人坚决实施严肃问责，确保
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在许昌落地
生根。

兰考：
“两断三清”不许反弹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童浩麟）
“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们基层党委政府的政
治责任。就像习总书记提出的那样，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6 月 8 日，开封
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表示，对危
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兰考县委、县政府将毫
不手软，依法打击，以实际行动坚决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6 月 4 日，
兰考县委、
县政府接到省环保
督察批示件和群众举报，
一些黑加油站有死

灰复燃之势。这一情况引起该县县委、
县政
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开展“黑加油
站”取缔行动，并把此项活动作为“回头看”
自查的一个重要方面，立即组织安监、公安
等部门逐一进行核查落实，
集中行动一天时
间依法取缔 4 家黑加油站、6 辆流动加油
车。取缔行动迅速、及时，有效震慑了环保
违法行为，
为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该县顺利
开展
“回头看”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记者也从兰考县相关部门了解到，
为做

好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开展
“回头看”
工作，
该县第一时间召开动员部署会，
明确强调各
乡镇、
各部门要对中央环保督察组重点督察
内容，实行台账推进、全程留痕、限期完成，
把各项整改任务做实、做细、做在前面。实
行副县级以上领导分包乡镇责任制，
所有副
县级以上领导要督促指导分包乡镇做好整
改工作。坚持严格执法，
对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散乱污企业，
一律按照
“两断三清”
标
准进行取缔，
绝不允许环保问题反弹。

整合法律资源
助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规范管理研讨会在汝州市举办
汝州市阳光国际学校聘任河南法制报社为法律顾问
本报汝州讯（记者 岳明 平修源 路梦蝶
赵国宇）6 月 10 日，由河南法制报社、汝州市
教体局主办，汝州市阳光国际学校承办的民
办学校依法办学规范管理研讨会在汝州市阳
光国际学校举办。河南法制报社组织业内专
家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进行详细解读，邀请相关政府部门负责
人就如何支持民办教育发展进行研讨。汝州
市政法机关、教育等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应
邀参会，来自汝州市 500 余家各级各类民办
中小学、幼儿园、培训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
汝州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闫景铂出
席会议并致辞。他说，当下正值民办学校分
类改革，河南法制报社民办教育法治服务委
员会通过组织研讨会等形式及时地为民办学
校经营者提供了分类改革所需的法律服务，
满足了广大民办学校负责人法律政策释疑解
惑的需求。河南法制报社整合全省律师、专

家资源构建的独具特色的法律服务体系将会
全面助力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规范管理。
研讨会开幕式上，
汝州市阳光国际学校、
河
南法制报社双方代表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汝州市阳光国际学校聘请河南法制报社为法
律顾问。双方将联合在学校的法治建设、平
安建设、法治宣传、学生培养、教师队伍建设
等领域深入开展合作，
致力于促进汝州市阳光
国际学校依法、
合规、
健康、
可持续发展。
河南法制报社民办教育法治服务委员会
在开幕式上发布的民办教育依法办学宣言，
表达了全体与会民办教育工作者依法办学、
规范管理的庄严承诺。
研讨会上，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唐建科就去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了
全面解读。汝州市法院少年审判庭副庭长邵
存霞结合汝州市近年来青少年学生中发生的

典型侵权案件，对学校办学中预防学生违法
犯罪和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等工作，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汝州市公安消防大队参
谋李新超就民办学校经营者所关心的校园消
防问题进行了政策辅导。
在互动问答环节，汝州市阳光国际学校
董事长张震山就依法办学作了典型发言。河
南法制报社法律服务部门有关负责人就大家
在办学中遇到的政策疑问和法律问题进行了
解答。
据悉，本次研讨会是河南法制报社在全
省各地巡回举办的第二场。今后，河南法制
报社还将在其他地市陆续举办民办学校依法
办学规范管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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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

（上接 01 版）要突出工作重点，抓住
关键环节，
切实推动以案促改工作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各级检察院要
以这次会议为契机，雷厉风行、立即
行动，
稳扎稳打、
久久为功，
在以案促
改制度化常态化上下大功夫，
以实际
工作成效推动全省检察机关政治生
态持续好转。要坚持领导带头，
以上
率下；
坚持深入剖析，
真抓真改；
坚持
持之以恒，
常抓抓长。各级院领导干
部要主动作为，以身作则，率先接受
教育，率先查摆剖析，率先整改落
实。要把以案促改工作同深化
“规范
司法行为、全面从严治检、推动转型
发展”
大讨论活动和打赢
“挤水分、
强
纪律、重规范”三场硬仗紧密结合起
来，
加强组织领导，
精心组织推进，
层
层压实责任，
把以案促改工作责任层
层分解到位、落实到人，以钉钉子的
精神把工作做细做实。

安阳：举一反三立行立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