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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王仲田讲党课

铁纪作保障 打好攻坚战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建芳）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仲田以“守初心、担使
命，以铁的纪律保障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为主题，为全厅党员干
部讲党课。省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
副组长王志华参加。
王仲田围绕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带领全厅党
员干部逐条学习了《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他明确指出了
生态环境领域中的环评审批、环
境 监 察 、环 境 监 测 、危 险 废 物 管
理、重大资金分配使用和政府采
购等五个方面突出廉政风险点，
以及腐败易发领域相对集中、案

发人员手中权力相对较大、企业
围猎问题相对严重、政商关系不
清相对突出、腐败问题惯性相对
较大等方面主要表现特征。
王仲田强调，近年来发生在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的违法违纪案
件，说明依然存在制度漏洞缺失、
权力监督不足、灰色地带尚存、廉
洁自律意识不强、防腐拒变意志
不够坚定等问题。全体党员干部
必须自觉学深悟透《条例》精神，
以案为鉴，深刻反思，汲取教训，
抓紧自查自纠自改。厅党组要从
扎紧权力笼子、完善规章制度、加
强监督查办入手，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不断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
识，自觉遵循各项党纪党规，把党
的纪律要求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始终做到远离红线、不碰底线，坚
决实现腐败“零增量”
的目标。
王仲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
要通过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 命 ”主 题 教 育 ，强 化“ 四 个 意
识”，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坚决
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从
加强理论学习、改进工作作风、推
进问题整改、强化治污减排、服务
经济发展、树立环保铁军形象、打
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上狠抓落
实，持续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
态化，努力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
营造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为打
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
的纪律保障，以环境质量改善实
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效，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三门峡市向阳街道办事处：

一周整治
92 个扬尘污染问题

为提升党员干部廉政文化修
养，
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
能力，进一步增进党员干部的爱
国、
爱岗热情，
近日，
新郑市环境保
护局组织机关和业务支部党员干
部 20 余人，到龙湖镇西泰山村红
色文化博物馆、
廉政文化长廊参观
学习，
接受红色文化熏陶和廉政警
示教育。
姚佩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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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建
芳）近日，三门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向阳街道办事处不断开展环保督查巡
查行动，
向身边的环境污染行为宣战，
有力地打击了扬尘污染乱象。该办事
处在一周的时间内巡查发现问题 92
处，
现场处置64处，
限时整改和上报待
处理28 处，
下达整改通知书 2 份。
据了解，为增强环保督查工作的
针对性，该办事处严格执行周例会制
度，每周对上周工作进行总结，安排
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该办事处持
续推进常态化巡查工作。巡查人员
监督督促各建筑施工单位严格按照
“六个百分之百”的规定文明施工，并
要求施工单位及时做好施工现场洒
水防尘和渣土、垃圾的清理清扫和覆
盖。比如，针对 209 国道西匝道工地
破拆路面未采取湿法作业的行为，巡
查人员向施工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
要求其立即整改。针对开发区转盘
技术学院综合楼前工地裸露黄土未
覆盖问题，巡查人员向施工单位下达
整改通知书，
限期整改。
该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北
环路公交公司停车场东侧有一个无
名地块，存在大量黄土、沙土裸露，大
量建筑垃圾露天堆积无人管理等问
题。对此，经过沟通协调，三门峡市
生态环境局、市控尘办、开发区国土
资源局、开发区攻坚办、黄河公园管
理处以及该办事处联合对该地块进
行联合执法检查，最终确定了该地块
的责任单位并督促整改，彻底解决了
扬尘死角。
河南法制报记者在采访时，正好
遇到该办事处西苑社区组织 20 余人
对市场路五环公司小区开展违建拆
除和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当天共拆除
违建 3 处，清理垃圾 13 车，使该区域
面貌焕然一新。

空气质量连月倒数
两县区被公开约谈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建芳）空
气 质 量 持 续 恶 化 ，工 业 企 业 监 管 存 在 漏
洞……8 月 12 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开约谈
原阳县、郑州市上街区。
河南法制报记者获悉，原阳县、郑州
市上街区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截至目前，
原阳县 5 至 7 月份连续三个月进入 115 县
（市、区）后 20 名，郑州市上街区连续在 5、
6 两个月进入后 20 名。
在工业企业监管方面，郑州市上街
区存在违反环评制度，污染防治建设不
到位、设施不完善，无组织排放问题突
出等问题。如河南力威实业有限公司
2006 年环评批复后至今未验收。大多
企业均未严格落实“一密闭六到位”，车
间内部无组织排放问题严重，磨粉车
间有明显无组织排放现象，有些车间
传送带密闭不到位，
积尘严重。
在环境问题排查中，原阳县被发
现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64 起，涉及违反
环评制度、
违反建设项目验收制度、
污
染防治设施建设不到位、无组织排放
等。如新乡东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没有危废贮存间，危废和固废混放并
且地面有大量机油洒落；
水牛稻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均存在
“一密闭
六到位”未落实问题，且生产车间均
未完全密闭，
抑尘措施不到位。
约谈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相关
负责人要求，各地区要认真贯彻全
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暨“三散”治
理专题工作会议精神，抓紧抓好工
业企业深度治理，强力推进“三散”
治理，持续加强柴油货车污染管
控，迎难而上，克难攻坚，积极采
取一切超常措施，促进大气质量
加快好转。

南阳市启动商混站、砖瓦窑专项检查行动
抽调 141 人，
成立 15 个检查组，为时 23 天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建芳）
近日，
南阳市召开全市商混站、
砖瓦窑
暨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专项检查行
动动员会，决定从各县市区环保系统
和市直相关单位抽调 141 人，成立 15
个检查组，集中 23 天，对全市商混站、
砖瓦窑整治及 2019 年省定大气污染项
目治理任务进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南阳市污染防治攻坚办主任、市
政府副市长马冰在会上强调，要突出
重点、狠抓整改。要狠抓商混站、砖
瓦窑治理，对违法生产、治理无望、手
续不全的，坚决查处取缔到位，对能

够治理达标的，务必于 9 月 30 日前整
治到位并通过验收；狠抓工业企业治
理，做到“早治理、早核实、早验收”，
确保工业大气污染治理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狠抓涉气企业环境违法问题
整改，各县市区要严格按照商混站、
砖瓦窑及工业企业治理整治标准迅
速开展治理，特别是省涉气检查组交
办的环境违法问题务必在 8 月 31 日
前整改到位；狠抓秋冬季管控，扎实
做好各自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
清单修订工作，提前筹划，确保各项
管控措施落地见效。

马冰特别强调，要明责强责、严
肃问责。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
安排专人专班，制定台账，逐项抓整
改落实，各检查组要按照“谁检查谁
负责”的原则，对照问题清单逐一核
查，确保问题不漏项、检查不走样，力
争实现所有省检查组交办问题百分
百彻底整治、所有专项检查行动期间
发现问题有落实、有回复，对顶风违
法生产企业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逾期仍未整改到位的交办问题坚
决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