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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省新增“双替代”供暖 10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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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锐）6 月 20 日
上午，2018 年河南省第一期 ASFC
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执照考核训
练单位初级教练员、初级考核技术
委任代表培训班（下称培训班），在
河南省体育局上街机场开班。

为推动我省ASFC遥控航空模
型飞行员执照考核工作的有序进
行，扩大我省训练单位规模，提高
ASFC 教练员技术水平，6 月 20 日
至26日，由河南省航空运动协会主
办，河南天运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承办的培训班如期举办。

开班仪式上，河南省航空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牛安林介绍了我省
ASFC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执照考
核训练单位的基本情况，对我省
ASFC考核训练单位的发展提出了
要求和具体思路，规划了具体方向
和基准目标。

全国航空模型界权威人士，中
国航协航空航天模型委员会技术
工作部主任、高级考核委任技术代
表蒋允严为培训班讲授第一课。

据河南省航空运动协会秘书
长郭书军介绍，为期一周的集中
培训，将对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训
学员进行理论法规与实操的讲
解，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成绩合
格者方可获取证书；拿到证书后，
才能升格为教练员和委任代表，
才能在各个省航协批准的训练单
位执教。

据新华社电 生态环境部副部
长赵英民6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将
于近期印发实施。总体目标是，经
过 3 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PM2.5浓度，
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环
境空气质量。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 3项保障
措施：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环境
经济政策；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严格
环境执法督察；明确落实各方责任，
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

《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即将实施

举办培训班
提高ASFC教练
员技术水平

▲6月20日上午，济源市司法
局组织相关单位志愿者来到该市沁
园社区广场，为群众发放《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读本及相关宪法知识
彩页，用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加深
群众对宪法的了解。记者 聂学强
通讯员姚建忠 摄影报道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栾姗）6
月16日，记者从省能源局获悉，我省以保障
群众温暖过冬、减少大气污染为立足点，今
年10月底前要新增“双替代”供暖100万户。

据介绍，今年我省“双替代”供暖实施
范围为秦岭——淮河以北区域，主要安排
在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
7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首先要实现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清洁供暖全覆盖，其余目

标任务在具备条件的地区以村庄（社区）为
单位整体推进，禁止“插花式”零散开展工
作。其中，“电代煤”以具备保温条件的居
民住宅和学校、医院、福利机构、办公室、商
业综合体等公共建筑为重点，建设一批分布
式电供暖项目；“气代煤”综合利用管道、液
化、压缩天然气等多种气源供暖，重点建设
燃气锅炉房等分布式供热；在不具备集中供
热条件的黄河滩区异地迁建安置区、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等区域，要合理选择分布式集
中供热、小型集中式供热、分散式供热等居
民可以承受的供热方式，切实保障群众冬季
清洁取暖“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新
增“双替代”供暖100万户，一个供暖季相当
于可以替代取暖用煤 21万吨，减少排放二
氧化硫 2700 吨、氮氧化物 1100 吨、粉尘污
染物1.9万吨，社会和环保效益显著。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童浩
麟）记者 6 月 16 日了解到，开封市委、市政
府近日结合工作实际，推出以市委常委和
副市长带着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
案件，到分包县区现场查看、现场调研、现
场解决为主要内容的“带案督办”机制。

“带案督办”机制实行以来，有效提升了各
级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政治站位，带动了各级落实责任、传
导压力，确保了反馈问题的查处到位、整
改到位、问责到位。

以“带案督办”强化党员干部“四个意
识”。解决好群众反映突出的环保问题，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各级领导干部树牢

“四个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民心工
程的头等大事。开封市委、市政府领导带

案督办，坚持问题导向，对环保督察“回头
看”交办问题紧盯不放，确保交办问题的整
改落实到位。

以“带案督办”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今年以来，开封市委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制度，明确了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在党
政班子成员。尤其是 6 月 11 日出台的《关
于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期间
开封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带案督办分工的通
知》，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分级管理、属地为
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管行业
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产经
营必须管环保”的根本要求。

以“带案督办”推动层层传导压力。带
案督办就是要破解压力递减的问题。开封
市级党政领导直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现
场，“一竿子插到底”直达病灶，促进了全市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工作的落实。
6 月 8 日和 15 日，开封市委书记侯红、市长
高建军分别深入禹王台区开封市高达炉料
有限公司、祥符区家具一条街和兴隆乡大
牛寨村西石料厂等处，实地查看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现
场解决问题。

以“带案督办”促进工作全面提升。通
过带案督办机制的建立和实行，将环保督
察“回头看”工作重心和监督力量下沉到基
层一线。同时，市级党政领导到一线处理
群众反映的环保问题，也促进了城市治理
等其他相关问题的有效回应和处理。

截至 6 月 17 日，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
向开封转办信访举报件 48件，已核查办理
22 件，办理结果均在主要媒体上向社会进
行了公示。

开封以“带案督办”出真招见实效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通讯员 杨济公）6 月 14 日，新乡市
委书记张国伟表示，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交办问题整改工作，既是责任要求，
也是底线要求，全市上下要主动担当担责，
坚持标本兼治，着力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
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改善的
认同感和获得感。

2017 年 3 月初，新乡市委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以强化担当精神、推动作风转变、争
创一流业绩为主线的“敢担当、转作风、争
一流”实践活动，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工作
落实，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营造全市上下凝心聚力谋发展、撸起

袖子加油干的浓厚氛围。
针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新乡市结合

“敢转争”活动推动环保全面整改，拉清单、
立专案、建台账、明责任、设时限、定奖惩，
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市级
领导对分管部门涉及的环保工作，抓好统
筹协调推进，每周听取一次工作进展情况
汇报，对重点难点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同
时进一步压实县（市、区）属地管理责任，压
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完善“一长三员”全
方位、网格化监控机制，强化临场现场监
督、监管，完善科学调度机制，用好城区监
测点平台，让污染问题无所遁形。

一家在新乡县被依法取缔的牛骨粉

厂，搬到 1公里以外的红旗区试图“借尸还
魂”，刚刚开始偷偷生产就被逮个正着。6
月 12 日，环保、公安、工商、供电等部门联
合执法，立即对这家企业进行了查封关停，
连夜整改到位。截至当天，中央第一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新乡转办信访举报件共 12
批58件，已有办理结果27件。

新乡对交办案件的查处整改情况进行
再排查，进一步夯实环境监管网格履职等
措施，确保整改到位，杜绝问题反弹。同
时，新乡通过问题整改让绿色发展成为自
觉行动，推动生态环保工作迈上新台阶、取
得新成效，达到创造优美环境、倒逼产业转
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效应。

新乡结合“敢转争”活动推动环保全面整改

今天上午 10 时许，我来到三门峡市湖
滨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见墙壁上挂满了
锦旗，其中一面上书“法律援助尽职尽责，心
系弱势至善至美”引起了我的注意。该中心
主任柴倩向我讲了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起发生在2016年的人身损害工
伤赔偿案件。当事人宁某家住三门峡市陕
州区某乡，2016年7月22日，宁某受雇在三
门峡某公司干活，工作期间，宁某的右足背
被机器上断裂的飞轮砸伤，被送到三门峡骨
科医院治疗。后经法医司法鉴定，宁某的伤
情构成十级伤残。

双方就有关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
见，对方也不履行赔偿，宁某因家庭经济困
难请不起律师进行诉讼。在困顿无望之际，
2017年2月，宁某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湖
滨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柴倩热情接待了他。柴倩通过宁某提

供的资料询问事情经过，得知宁某家庭十分
困难，符合援助条件，当即为其办理了援助
手续，指派河南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宁某
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律师接到指派后及时介入，通
过会见当事人、举证、查阅案卷材料，将案件
事实查清，并制订了详细的代理方案，拟好
了代理意见。

庭审中，法律援助律师尊重事实，据理
力争，湖滨区法院一审判决三门峡某公司赔
偿宁某5万余元。随后，三门峡某公司又以
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表述不清、鉴定书
描述与病历资料不一致为由提出上诉，前后
历时近两年的案件终于以原告宁某胜诉。
最终，该案以三门峡某公司赔偿53700元结
案，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该案的两年诉讼时间里，柴倩多次和
当事人及律师及时沟通，减轻当事人的精神

压力，增强当事人对法律正义的信任。柴倩
的辛勤付出让宁某感动不已，宁某表示：“无
论如何我都要感谢，感谢湖滨区司法局法律
援助中心，感谢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于是，
宁某就将一面鲜红的锦旗送到了湖滨区司
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我了解到，今年以来，该中心大力实施
法律援助民生工程，降低援助门槛，开辟法
律援助“绿色通道”，实行“半小时服务圈”，
全方位、无死角地为当事人解决法律中遇到
的问题，用法律武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今年以来，该中心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46件，提供义务法律咨询3587人次，为520
余名贫困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15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