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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11 月 13
日，平顶山先后召开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紧急专题办公会、市委常委会会
议和全市河道采砂集中整治紧急会
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专题会议
精神，要求提高站位，正视问题，动真
碰硬，重拳出击，切实抓好全市河道
采砂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实现“河
畅、水清、岸绿”。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持续开展采
砂整治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挂帅，成立了集中整治工作指挥
部和 7 个专门工作组，研究解决问
题。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识不
到位、干部作风虚、打击手腕软、清理
力度小、生态修复慢、“保护伞”打击
不力、违法采砂背后的“利益链”铲除
不彻底等问题。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升认识，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切实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定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责任，做到锤炼党性，转变作
风，坚决做好河道采砂集中整治工作。

会议要求，要开展全面彻底整
治，从即日起，采取先停止、再整顿、
后规范的办法，对全市河湖全面禁止
采砂行为，并按规划划定永久禁采区
和可采区，对受到破坏的河道进行科
学修复，尽快恢复生态。同时，强化
源头治理，建立常态长效机制；要严
厉打击违法犯罪，对涉黑涉恶者从快
从重处理。对违法犯罪问题背后的

“保护伞”，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
查处，无论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坚
决铲除违法采砂背后的“利益链”。

据悉，目前，平顶山市级专项整
治工作组入驻鲁山县，市纪委监委已
对负有责任的 5名县级干部完善执
纪问责相关文书，对负有主体责任的
28名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已留置 1
人，2人投案自首。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1 月 13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河南地
区研修研习班”在郑州开班。参与培
训的30余名学员均是我省四平调、道
情、柳子戏等稀有剧种的后备人才，
未来一个月他们将集中“充电”。

此次研修培训针对各稀有剧种
以及流派的特点，邀请具有代表性的
非遗专家对学员们进行集中授课。
培训班以传承各剧种优秀传统剧目
中的经典片段为主，以理论课、戏曲
基础声乐、戏曲身训、把子、戏曲化
妆、戏曲服装穿戴技巧、乐理视唱、戏
曲名剧赏析、名家讲座等为辅助，对

学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使他们在继
承传统经典剧目的同时，提升整体素
质。

近年来，随着国家及地方高度重
视戏曲文化的发展，从政策、资金等
方面予以倾斜支持，及时抢救、保护
了一大批濒临消亡的稀有剧种。从
2012年开始，我省启动实施稀有剧种

抢救工程，对稀有剧种进行收集、整
理、复排、摄制、记录等，抢救了一批
濒临消亡的剧种。目前，我省纳入政
府保护的稀有剧种有31个，这些稀有
剧种大部分活跃在基层，具有典型的
地域特色和独特的唱腔以及灵活的
表演形式，深受群众欢迎，是我省重
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高原）11月 9日，神农山生态环境资
源司法保护基地揭幕仪式在沁阳神
农山景区举行，同时神农山环境资源
保护旅游巡回法庭也揭开“面纱”。
据了解，在旅游景区成立环境资源保
护旅游巡回法庭在河南省还是第一
家。

据介绍，建设神农山生态环境资
源司法保护基地，旨在打造一个集生
态法治教育、生态理念宣传、生态文
化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平台，引导社会公众自觉保护

环境，共建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环境资源保护旅游巡回法庭依

法受理游客维权案件和投诉，依法审
理与旅游有关的各类纠纷，定期或不
定期选择涉环境资源保护类刑事、民
事、行政案件及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类
典型案件进行巡回审判。

为保证巡回法庭各项工作正常
开展，沁阳市人民法院建立了环境资
源审判咨询专家库制度、环境保护联
动工作机制等制度，为环境资源保护
旅游巡回法庭高效办理各类案件提
供制度保障。③9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通讯员
彭辉）11月 12日晚，省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办召开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工作
视频会议，听取郑州、洛阳、安阳、信
阳、济源 5市启动预警管控工作情况
汇报，对 11月 8日至 15日污染过程
及环境空气质量形势进行分析研判，
并就进一步加强污染管控工作提出
明确具体要求。

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有关负
责人表示，本次污染过程范围广、时
间长、污染重，初步测算将拉高全省
PM2.5 浓度 3至 4微克/立方米。受
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叠加冬季供暖
等污染排放因素，我省部分城市可
能连续出现 2 至 3 天以上重度污染
天气。

对此，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指
出，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加大管控力
度，解决管控不够、减排精准度不够、
检查重点不准等问题，扎实做好重污
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

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要求，郑

州、洛阳、安阳、济源、新乡、焦作 6个
市启动橙色预警，进一步加强管控，
提高预警管控级别，落实减排措施；
各地要认真分析污染物来源，及时调
整管控级别，有的放矢，采取有针对
性的减排措施；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按照应急预案要求突出重点部位、重
点行业、重点源头，根据污染特征开
展有针对性的督导检查；全力做好错
峰生产，各地要认真审核并尽快上报
错峰生产清单，确保错峰生产企业停
限产措施和停限产时间有效落实；洛
阳、平顶山、许昌、漯河、三门峡、南
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 10个市
尽快上报应急管控清单，实施“一企
一策”“一厂一策”精细化管控。

此外，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正
在抓紧制定重污染天气应对交叉检
查工作方案，各地要按方案组成重污
染天气应对检查组，由省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办实施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统一行动，推进各地应急管控措施落
实，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③5

本报讯（记者 尹海涛 卢松）“我
们正按照巡察办提出的整改建议，加
快推进落实，力争月底前整改到位。”
11月 9日，面对舞阳县委巡察办督导
组，舞阳县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当场作出表态。这也是舞
阳县探索创新的“巡察整改向人民汇
报”集中评议大会召开后，县委巡察
办实施的首次巡察整改“上门督导”。

“巡察整改行不行，干部群众评一
评；整改过不过关，干部群众说了算。”漯
河市委常委，舞阳县委书记、县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亦博说。11月2日，舞
阳县召开“巡察整改向人民汇报”集中评
议大会，组织全县100多名党员干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组成“评审
团”，对县委前期巡察的24个单位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公开评议。
记者在集中评议活动现场看到，参

与评议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
表现场填写民主评议卡，电脑实时计票，
大屏幕公示结果，新闻媒体全程录像，公
证处现场公证，排名当场公布。

评议活动共发放 995 张评议卡，
收回有效卡 934 张，经综合计票结果
显示，舞阳县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
县物价局和县烟叶办三家单位排名居
后。和舞阳县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
一样，舞阳县物价局和县烟叶办两家
单位，也将受到县委巡察办的“上门督
导整改”。

“通过这项活动，我们把参与权、知
情权和评判权交给广大干部群众，不仅
很好地巩固巡察整改成果，也能督促巡

察整改不过关的单位加快整改进程。”
舞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暑光说。

“参与这次评议大会，让我深切感
受到群众的事情有人管、有人问，群众
也有了参与权和话语权。”舞阳县人大
代表高景红认真分析了24家单位的巡
察整改报告，结合平时对这些单位的
了解和群众的反映，慎重地进行评
议。舞阳县政协委员付士杰深有感触
地说：“集中评议凸显县委在巡察整改
上是动了真格的，有效打通了整改落
实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巡视巡察整改要过好群众这一
关，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整改
全过程。”11月2日，省委巡视办副主任
常东义参加舞阳县的集中评议活动后

评价说，这项活动是落实中央巡视工作
规划，加强巡视巡察整改成效评估的有
益探索，反映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
呼声，对全省巡视巡察工作是一个极大
的促进。

据了解，舞阳县委巡察工作启动
以来，先后开展了 9轮 66个单位党组
织的集中巡察。在巡察整改公开评议
活动督促下，该县各级党组织坚持老
问题、新问题、现实问题和历史遗留问
题一起抓，做到真认账、真反思、真整
改。特别是针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基
层腐败问题，通过护航脱贫攻坚专项
行动、整治基层腐败“六项突出问题”
专项行动等，坚决纠正了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大大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③8

多地启动预警

我省加强重污染天气管控

我省首个环境资源保护
旅游巡回法庭挂牌

平顶山：

根治河道采砂乱象
确保生态得到修复

舞阳县探索开展巡察整改公开评议活动

整改成效好不好 干部群众说了算

这个培训班“稀有剧种”唱主角

11月 12日，灵宝市第一小学的同学们一边做操一边诵读《道德经》《弟子
规》。为增强学生身心健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灵宝市中小学开展了利
用课间操诵读经典、学传统文化活动。⑨3 段景波 摄

11月 12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州市河阳街道缑村“乔家鼓坊”制鼓艺人乔伯文在制作一面直径2
米的牛皮大鼓。随着乡村文化的繁荣，各种传统大鼓的需求量变得越来越大，今年该鼓坊制作直径超过1米的大鼓已超
过100面，其中直径1.5米以上的大鼓就有16面。⑨3 杨帆 摄

好大一面鼓

（上接第一版）
2016年，涂相令“学成归来”，各

项扶贫政策也落实到她家，低保、医
疗保险、金融扶贫……尤其是教育扶
贫的专项补贴，解决了两个孩子读书
的后顾之忧，她脱贫的信心更足了。

当年年底，利用雅兰朵制衣捐赠
的一台旧缝纫机，涂相令一边照顾孩
子，一边“创业”搞服装加工。由于干
活认真、质量过硬，“飞”来的订单越
来越多，她的加工点也趁势而上，“扩
容”又“扩编”。记者数了数，在不大
的屋子里，满满当当摆了 10台缝纫

机，9位女工忙着飞针引线。涂相令
说，她现在是工人、师傅、负责人“三
合一”，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元。

今年 9月，为激发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穰东镇大张旗鼓，在 806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开展“脱贫立志 争
创五星”评选，涂相令和其他 9位群
众一起，获得“创业就业星”。

昔日贫困户，今天成“明星”，这
个变化让涂相令非常高兴，“脱贫申
请已经交到村里了。明年开春，我
打算再拾掇一间房子，添几台机器，
带更多姐妹脱贫致富。”她说。③3

脱贫“巧媳妇”撑起一片天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记者 赵力文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省委省政府
第一批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通过个别谈
话、调阅资料、实地走访、受理举报、现场
抽查、下沉督察等方式，有力推动了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

截至11月 13日，省委省政府第二
批9个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全部进驻被督
察省辖市，并与当地主要领导就省委省
政府环境保护督察主要任务、公告发布、
信访受理、案件移交、信息公开等有关事
项进行了沟通，通报了督察事项和时间
安排，听取了地方对做好督察工作的意
见建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维宁带领
的第三、第九督察组对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反馈意见中郑州市垃圾综合填埋
场、贾河安置区一号院、尖岗水库一级水
源保护区环境问题等整改情况进行了现
场督察，要求标本兼治抓好整改。

省政协副主席李英杰带领的第一、
第二督察组对鲁山县荡泽河、沙河非法
采砂及许昌市宏源污水处理厂、宏伟纸
业、能信热电等企业进行了实地督察，查
看督察整改情况，要求实事求是调查处
理，举一反三整改落实。

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带领的第五、
第六督察组对濮阳市生活垃圾处理场、
濮阳县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等进行现场督察，要求真整实改，保证

整改实效。
省政协副主席周春艳带领的第四

督察组对沱河夏邑县南关孟大桥段、夏
邑县孔庄乡新型材料厂、柘城县邵园乡
余河坡、柘城县方阵建材有限公司、虞城
县产业集聚区、宁陵县黄岗乡等地进行
明察暗访，要求从严从实整改。

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带领的第七、
第八督察组对新乡市合众商砼有限公
司、高新区关堤乡张八寨村排水河、新乡
县古固寨镇石料厂、获嘉县产业集聚区
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居民搬迁现场等地

进行实地督察，推进整改落实。
针对发现问题，督察组要求各级各

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实政治责任，把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
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四大结构调整”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强化工作措施，跟踪问效

落实，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根据安排，第二批省委省政府环境

保护督察组进驻时间为半个月左右，督
察方式与第一批相同。进驻期间，各督
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
箱，受理被督察省辖市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为每天8:00~20:00。③5

第二批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
督察组全部进驻开展工作

受理举报联系方式公布

组别 被督察地方 进驻时间 值班电话 邮政信箱

省委省政府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平顶山 2018年 11月 11日~11月 25日 0375-2661075 平顶山市D001号信箱

省委省政府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 许 昌 2018年 11月 11日~11月 25日 0374-2693176 许昌市008号邮政专用信箱

省委省政府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郑 州 2018年 11月 8日~11月 26日 0371-67173209 郑州市97号邮政专用信箱

省委省政府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商 丘 2018年 11月 9日~11月 23日 0370-2556374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6号邮政信箱

省委省政府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安 阳 2018年 11月 12日~11月 26日 0372-3339922/3339923 安阳市省委省政府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001信箱

省委省政府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 濮 阳 2018年 11月 11日~11月 25日 0393-6689369 濮阳市016号专用邮政信箱

省委省政府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 新 乡 2018年 11月 12日~11月 26日 0373-3729404 新乡市601号专用信箱

省委省政府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 鹤 壁 2018年 11月 13日~11月 27日 0392-3371537 鹤壁市邮政369号

省委省政府第九环境保护督察组 济 源 2018年 11月 12日~11月 25日 0391-6833402 济源市11号专用邮政信箱

第二批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