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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井春冉 实习生
杨瑞雪）6月13日，记者从省公安厅
获悉，近日，有媒体刊发“粤港澳试
点三地多证合一服务，往来港澳不
再持用往来港澳通行证”等报道，
引起社会关注。对此，国家移民管
理局表示，相关报道内容不实，本
局未与相关公司就此事有过沟通
合作。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应
申领并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
件和签注。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内地居
民往来港澳地区须事先办妥往来
港澳通行证和签注，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时须持用有效的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办理出境、入境手
续时应当主动出示证件，自觉配合
边检部门的查验。

如今，办理出入境证件已经很
方便了。5月1日起，根据国家移民
管理局统一部署，我省实行办理出
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申请人
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完成
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
续。在原有服务举措基础上，“只
跑一次”制度通过优化流程、简化
手续，运用新科技，来提高办事办
证效率。一是把原来办理证照需
要的制证照片采集、申请材料提
交、面见核查等分散于不同时间
段、不同场所的环节，集中在同一
时间、同一场所办理。二是推行

“绿色通道”办证，扩大紧急办证事
项范围。三是非工作日办证。四
是缩短异地办证时间，跨省异地申
请出入境证件的审批时限由 30日
缩短至20日。

本报讯 6月13日，由河南省委
省直工委主管、红旗渠精神研究会
主办、大河网承办的红旗渠精神研
究会官方网站（hqqjs.dahe.cn）正式
上线。网站定位为红旗渠精神的

“思想宣传阵地，革命传统的学习
阵地，红色文化的交流阵地、学术
研究阵地”，旨在成为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一步学习研究、传承弘扬红旗渠精
神的主要阵地。

红旗渠精神研究会会长、河南
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联络
工作委员会主任李恩东在启动仪
式上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
神，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一
座永恒精神丰碑。下一步，红旗渠
精神研究会将以官方网站开通为
契机，以高质量的学习研究推动红
旗渠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为奋
进新时代、让中原更加出彩注入强
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

河 南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总 编 辑
董林在启动仪式上指出，此次由大
河网承建的红旗渠精神研究会官
方网站充分发挥了新闻宣传和技
术研发方面的优势，使红旗渠精神
更容易、更方便地被人们所接受与
学习，未来也必将成为宣传红旗渠
精神的重要平台。 （杨智）

红旗渠精神
研究会网站上线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力
文）河南农业大学的一家养鸡场被中央环
保督察组暗访发现为虚假整改，省政府随
即对河南农业大学、郑州市政府约谈，提出
严肃批评。6月 12日下午，河南农业大学
校领导接受了记者采访并表态将承担起责
任，积极推进环保整改。

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表示，河南
农大将承担起责任，无条件整改，做到整改
到位，彻底清除环境污染影响。“我们将站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来看待整改，

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办法。13 日凌晨前
实现鸡种全部搬迁，校方后续将加强监测
监控，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下一步，河南农
大要举一反三，全面做好各项工作，努力为
河南现代农业作出积极贡献。”

据介绍，6 月 11 日下午，河南农业大
学迅速成立由党委书记李留心、校长张
改平任组长的家禽种质资源场（即新闻
报道中的养鸡场）环保整改领导小组，责
成副校长康相涛具体负责环保整改，牧
医工程学院具体落实。6 月 11 日晚上，

他们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要
求认识到位，态度坚决，措施果断，行动
彻底，不留后遗症，迅速落实中央第一环
境保护督察组整改要求。

6月 11日晚上，该校组织力量加快进
行家禽种质资源场的种质资源整理、标记，
推进新的暂存场所选择和卫生防疫手续办
理等工作。6月 12日凌晨，装载种质资源
的专用运输车到位，经过消毒处理等流程，
上午9点第一车已装载完毕并出发。

河南农业大学:快速推进环保整改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学
桦 通讯员 郑伟伟）“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的问题以及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逐条逐
项深入现场核查落实，逐级建立整改验收
台账，立行立改、一抓到底、务求实效。”6
月 11日，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说，要狠抓各
项环境攻坚措施落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切实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赢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截至 6月 10日，焦作共收到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45件，已按期办
结 19件，其余案件正在有序推进。其中，
群众举报孟州市南庄镇田寺村附近污水处

理厂及周边多家皮革厂的废水未经处理直
排蟒河，污染水源。孟州市迅速行动，调查
核实后，公安部门对田寺污水处理厂负责
人执行拘留，环保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并处罚金60万元。

焦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工作，专门成立了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回头看”焦作市整改领导小组，
要求集中一段时间认真整改，扎实督导，对
督察组转办件接收、信息公开、调查处理、
上报结果、责任追究等环节明确分工负责。

该市在整改中既坚持“一案一专班一
台账”，制订细化工作方案，一个问题一本

台账，整改一个销号一个，做到情况说明客
观具体、整改资料全面真实、反映问题实事
求是；又坚持“一企一策”“一事一办”，分类
施策、堵疏结合，根据个案情况特点制订具
体整改方案，坚决杜绝“一刀切”“一关了
之”“先停再说”等消极敷衍工作方式。

6 月份，焦作市着力在“臭氧污染管
控、夏收污染管控、重点区域整治、扬尘污
染防治”四方面下功夫，明确具体项目以及
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重点项目要
求建立台账、挂图作战，坚持问题导向，推
进工作落实，同时加强督查督办，做到一周
一督查、半月一通报、一月一考核。

焦作:一抓到底求实效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往来港澳不再持用
往来港澳通行证”？

国家移民管理局
辟谣：假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郭戈
通讯员 王风娇 李旭阳）“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抓好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的整改工作，举
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夯实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政治责任。”6月 11日，
鹤壁市委书记范修芳表示，要把整改工作
作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
措，作为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强化
责任意识，抓好工作落实。

据悉，鹤壁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

长的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
订协调保障工作方案，安排专人24小时值
守，坚持第一时间接收转办、第一时间信息
公开、第一时间办结上报，始终以群众满意
为标准，不应付、不隐瞒，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

6月1日，有群众向中央环保督察组举
报：鹤壁市淇滨区柏尖山石料厂粉尘和噪
声污染严重。执法人员现场核实后认定粉
尘污染属实，并下达整改通知书。随后，该
企业开展落料口喷淋设施维修，修复料仓
破损部分，并对生产设备输送廊道进行封

闭整改。
“回头看”加压力，“向前走”才有动

力。截至 6月 11日，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
共交办鹤壁市信访举报案件18件，已办结
12件，办结率66.7%。同时，鹤壁市将落实
整改工作作为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
要契机抓紧抓好，进一步加强排查梳理，要
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对近年来所有的环境
信访案件全面排查，对重访案件全面梳理，
逐一现场核实，迅速依法及时办理交办案
件，做到见人见事，无遗漏、全覆盖，确保案
件处理效果。

鹤壁:建长效机制 确保事事有人管

身边的污染企业被迅速拆除，范县张庄乡敬老院老人激动地说——

党和政府真是把群众放在心上！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映）

“整治速度这么快，说明党和政府对环保工
作是真重视，对群众是真放在心上！”6月
12日，范县张庄乡敬老院的李佃记老人激
动地说。

6月2日，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向濮阳
交办了第一批环境问题信访举报案件，其
中一件涉及范县张庄乡敬老院附近的一家
化工企业。

“我们接到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交办
的案件后迅速落实。经查，群众反映的是
濮阳起祥工贸有限公司年产 1.8万吨胶加
工项目，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有废气和固
废产生。”据范县环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3月 19日和 5月 21日，范县环保局两
次接到群众对该企业的举报，分别派出执

法人员进行了现场检查和环保改造指导，5
月 23日下达了责令纠正环境违法行为通
知书，责令企业进行停产整治。

“虽然该企业已经停产整治，但中央第
一环保督察组交办的案件再次涉及该企业，
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研究部署
整改工作。”范县县委有关负责人说，该县环
保部门、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迅速行动，用 3
天时间将该企业生产设备全部拆除。“对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案件，我们认真进行核
查，实事求是加以解决，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积极回应群众所想、
所盼、所急。”这位负责人表示。

6月 12日，记者在濮阳起祥工贸有限
公司院内看到，被拆除的生产设备堆放在
空地上。“开展环境污染整治、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是大势所趋，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
发展。”企业负责人蔡元起说，“下一步计划
把公司搬入县产业集聚区，并严格按照环
保要求提升相关工艺。”

张庄乡乡长王海艇告诉记者，该乡将
出台引导企业提升的政策，对原有企业采
取原厂提升、搬迁入园等方式进行整改，既
确保企业达标排放，又保障可持续发展。

“开展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彰
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心。”范县县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对环境污染问题
展开大排查，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污染根
源，对发现的污染问题下狠手、出重拳、严
执法、促整改，迅速掀起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的新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