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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河南省动员会在郑州召开
杨松张雪樵分别作讲话 王国生作动员讲话 王凯主持
□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 冯芸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精神，中
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
进驻河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4月7日，督察进驻动员会在郑
州召开，督察组组长杨松、副组长
张雪樵就做好督察工作分别作了
讲话，省委书记王国生作动员讲
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凯主持。

杨松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部署、亲自指导推动，提出一系
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形成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全党全
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遵
循。2020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严重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心系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在赴地方考察，以及出席
国内外重大会议时，反复强调要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并向国际社会作出了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
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的庄严承诺。这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战
略定力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坚定决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深入领
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关
键在于准确把握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和战略考量，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
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要充
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
护的引导和倒逼作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让绿色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杨松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制度安排，这一批督察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的首批督察，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立足服务国家发展大
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
把握好督察方向和重点。将重点
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
同志有关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指
示批示件的办理情况；河南省推
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特别是严格
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以及
去产能“回头看”落实情况；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重大战略部署贯
彻落实情况；重大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生态环境风险及处理情
况；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发现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人民群众反
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
改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认
识、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落实情况等。

王国生表示，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大制度安排。这
次中央督察组到河南督察，既是
对我们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一次政治体检，也是对我省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次把脉
问诊。要提升政治站位，把接受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具体实践，不断提升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切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
要把准督察要求，把配合做好督
察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以高度的自觉接受督察，以严明
的纪律配合督察，以过硬的作风
支持督察，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督
导组交办的各项任务。要坚决抓
好整改，从严压实生态环保责
任，对中央督察发现的问题照单
全收、主动认领，认真制定整改
方案，确保改到底、改到位。要抓
住用好这次中央督察的重要契
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
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
牵引，加大“治”的力度、加快

“建”的节奏、加紧“调”的步伐，
不断开创生态强省建设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会上，张雪樵就做好督察配
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
科学、依法督察等工作提出了要
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
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
规定》，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
监督作了表态。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
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办公室有关人员，省四大班子有
关领导同志，省高院、省检察院主
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
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各省辖市和济源示
范区党政领导同志及相关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在
当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
个月。进驻期间（2021年 4月 7
日—5月7日）设立专门值班电
话：0371—65603600，专门邮政
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28号邮
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
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
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
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
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21年4
月7日至5月7日进驻河南省开展督察。现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纪律规定》公开，欢迎社会参与监督。如发现督察组及其成员存在违
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的情形，可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和生态环境部机关纪委反映。电子邮箱为：
jb@mee.gov.cn；信箱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2号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办公室，邮编：100006。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1年4月7日

关于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作风纪律监督举报方式的公告

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政
治建设，严明纪律规矩，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树立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良好形
象，确保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风清气正，结
合实际，制定纪律规定如
下。

一、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不准发表与党
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不
一致的言论、文章等，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持依规依法、客观公正，做
到聚焦精准深入督察，防
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
禁作表面文章，搞形式、走
过场。严格落实临时党支
部工作要求和“一督察两
报告”制度。改进督察方
式，规范督察行为，切实减
轻被督察对象的负担。

二、严守组织纪律，坚
决服从领导，严格执行请
示报告和请销假制度。在
督察工作中，必须听从组
织安排，执行组织决定，严
格执行组长负责制，对发
现的重大情况和问题要及
时报告，不准擅自处置和
对外发表个人主张。督察
进驻期间，不准擅自离开
驻地、不准私自会客；不准
参加老乡、校友、战友等组
织的各种活动。

三、严守工作纪律，不
准滥用督察职权。在督察
工作中，不干预被督察对
象的正常工作，不准向被

督察对象提出与督察工作
无关的要求。不准隐瞒、
歪曲、捏造事实,不准违反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
题的处置规范和程序，不
准私自留存涉及督察工作
秘密的资料。督察进驻期
间，严格遵守回避制度。

四、严格执行保密制
度，不准泄露督察工作秘
密，不准跑风漏气。督察
期间，严禁在非工作场合
谈论督察问题或交流督察
内部情况；严禁以任何形
式向无关人员泄露任何与
督察有关的情况；未经批
准严禁对外发布督察情况
或接受采访。督察进驻结
束后，所有督察工作人员
不准擅自对外泄露任何未
经公开的督察资料。

五、严格执行住宿标
准和要求，督察进驻期间
入住宾馆要严格按照中央
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
安排房间，中途离开要腾
退不必要的房间，进驻结
束后要及时腾退全部房
间。不准擅自在驻地外住
宿，不准以督察组名义在
驻地安排亲友及其他人员
住宿。

六、严格执行接待标
准和规定，要按当地接待
标准安排工作用餐，不接
受宴请，不上高档菜肴，自
助餐也要节俭。督察组工
作人员不准接受被督察对
象宴请，不准饮酒，不准外
出自费集体聚餐。督察进
驻结束后，应向被督察对
象缴纳伙食费。现场督察
一律轻车简从，对被督察
地方搞层层陪同的，要亮
明态度，严肃拒绝。

七、严格执行中央国

家机关出差乘坐交通工具
的规定。不准擅自借用和
占有被督察对象及有关单
位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
和办公设备，不准擅自驾
驶工作用车。督察进驻期
间，确因工作需要由被督
察对象协助安排城市内交
通用车的，督察进驻结束
后，应向被督察对象缴纳
交通费。

八、不准利用督察
工作便利谋取私利，为请
托人、亲属或所在单位在
课题或项目承揽、环评审
批、环境执法、督察问责、
企业经营活动、干部提拔
和调整等方面打招呼、递
条子。严禁利用内部信息
谋取利益。

九、不准接受礼金、礼
品、有价证券和变相赠予
的其他物品，不准接受保
健性体检活动，不准接受
文艺、体育等营业性活动
门票，不准在被督察对象
及有关单位报销任何应由
个人支付的费用。不准通
过被督察对象及有关单位
接待家属或亲友旅游、度
假。督察进驻期间，除工
作需要并经批准外，不准
到名胜古迹、旅游风景区
参观。

十、不准漠视群众利
益，对符合督察受理范围
的群众环境投诉举报均
应认真对待，及时转办督
办，不准消极应付、推诿
扯皮。督察工作中，不准
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口
大气粗。督察工作场合，
不准随意着装。不准涉
足影响督察工作人员形
象和声誉的不健康场所
和活动。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
（2019年5月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