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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整出美丽高庙

垃圾中转清运、污水循环处理、四通八达水泥路、蓝天绿水空气优……这不是城市，是农村；这不是平原，是山区。这里就
是地处深山区的三门峡高庙乡。

原本容貌脏、环境差的三门峡高庙乡，何以变化如此之大？记者近日专程走进高庙乡，来探究其中奥秘，发现这个省级生
态文明乡、全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乡原来是用“整容”之术“整”出了高庙这个美丽乡村。

环保大家谈

与污染持久作战
□陈新勇

如今污染成了人们的“时尚”话题。

最先是大气污染。在今年的“两会”上，代

表们戴着口罩赴会，呼声最高的就是加大环

保，治理雾霾。先是雾霾严重的平津危急、华

北危急，再波及到南方，全国大面积“十面霾

伏”、雾霾锁天，中华大地“烟笼寒燕雨笼纱，面

露双眼雾里花”。自此，大气污染不再是视而

不见，若隐若现，我们不能再像鸵鸟一样埋头

不顾腚，中国环境网开始定期公布环境信息，

每天人们出行先了解一下当天的PM2.5值，心

肺之患，隐隐作痛，国人之哀，民族之痛。

接着是水污染。4月11日，兰州市传出自

来水苯严重超标污染事件，兰州市人民遭遇晴

天霹雳，罪魁祸首，剑指中石化。近年来，东北

三省仅中石油、中石化造成的重大污染事故就

有十几次之多，江河湖海大面积污染，造成的

经济损失难以计数。另据2014年3月中旬环

保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2.5亿居民的住宅

区靠近重点排污企业和交通干道,2.8亿居民使

用不安全饮用水。管网二次污染、水源地污染

的情况非常严重,让人触目惊心。

再则是土壤污染。4月17日，国家环保部

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首次调查公报，公报

称，自2005年4月到2013年12月，历时8年8个

月调查，结论为全国16.1%土壤污染物超标，

19.4%耕地污染物超标。

大气、水、土壤，形成全方位立体污染，令

人发指。子曰“苛政猛于虎”，当前，污染甚猛

于虎。污染之敌来势如此凶猛，较之洪水猛

兽有过之而不及。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仅用几十年

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时间走过的路，这

是值得国人骄傲和自豪的，但同时造成的环

境污染在当今时代集中爆发，也是我们每个

国人应该总结的深刻教训。环境污染是由深

层次的经济结构矛盾造成的，真正切除污染

源，必须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这

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大革命。

76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

的《论持久战》，面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全

面侵华战争，号召全民族抗战，打持久战，中

国必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76 年后的今

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出“向污染宣战”动员

令，号召全民族行动起来，打生态战，努力创

建美丽中国。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定信

念，建设美丽之中国必定实现。

本报讯 (记者王志昭)南京放

射源丢失事故发生后，引起了社会

公众的普遍关注，为确保全省放射

源使用安全，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省环保厅迅速行动，近日，在全省

开展放射源安全专项检查。

此次活动省环保厅高度重

视，环保厅张庆义厅长对此次活

动作了专门批示。5月13日下

午，王争亚副厅长组织召开了专

项检查动员会，安排部署专项检

查活动，他强调，不开展检查就

是失职，检查发现不了问题也是

失职，发现问题不解决更是严重

的失职；各级环保部门要严格依

照有关要求，既要全面检查又要

突出重点；检查时要携带专门的

辐射监测仪器对放射源使用现

场进行全面监测，切实发现并消

除辐射安全隐患。

下一步，省环保厅将分五个

督导组对放射源安全专项检查

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并现场检查

所有在我省作业的放射源移动

探伤单位，确保全省辐射环境安

全。

环境倒逼促乡村华丽转身

“我们建社区，不是跟风逐浪，不是心血来

潮，而是当地的实际环境倒逼我们不得不这样

做的。”高庙乡党委书记任鸿廷深有感触地说。

高庙乡沟壑纵横，1.2万口人组成3308

户，居住于66个自然村，分布在60平方公里

上。由于居住散、相距远，以往投资几十万，好

不容易铺条水泥路、办通自来水，结果只有十

几口人受益，如此点多、线长、面广现实，使得

国家投资大、成本高、收益小、见效慢。

为改变长期“天女散花”般投资扶贫模

式，高庙乡便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办

法，集中投资建社区，并把位居集镇中心的奶

牛场作为首选位置，既解决了建房占地与耕

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又通过搬迁奶牛场消除

了污染，净化了周边环境。

加大环卫投入促乡村旧貌换新

乡村要想美，环境是根本。高庙乡坚持

把环境治理作为民生工程的主要内容来抓，

先后推出了整治环境的“组合拳”。

率先成立乡级环卫站。组建了14人组

成的专职环卫队伍，村村配备有专职环卫

员。并将全乡划分成15个责任段，明确各自

责任人，签订责任书，实行严格的奖惩措施。

做到垃圾一天一清扫，三天一清运，集中后处

理，清运生活垃圾120余吨。

加大投入抓环卫。先后投资60万元购

置垃圾运转车2台，购买保洁工具100余件。

每月拨付“清洁家园”行动专项经费5000元，

按时发放环卫人员工资。并在主干道、广场

及饮食区安放流动垃圾箱8个，投资3万余元

新建垃圾池20座。

建起乡级污水处理厂。投资300万元，

运用目前最先进的工艺流程，采用植物吸收

分解与循环药物处理相结合的方法，使污水

处理后达到二类水标准，日处理污水达500

吨，不但消除了污水横流污染，而且变废为

宝，缓解当地水缺状况。

全面实施农厕改造工程。采取统一规

划，统一供料，统一施工，统一验收的办法，对

农村厕所进行改造。全乡已经改厕1751户，

农村传统的蹲山沟、靠墙跟、钻地堰、躲树林

如厕方式，如今在高庙再也难觅踪影。

坚决取缔污染源促乡村青山绿水

“既要真金白银，更要青山绿水，我们一

定要把治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

上。”乡长卫兵肺腑之言道出了高庙乡近年来

治理污染的决心和成效。

坚决取缔污染源。近年来，该乡对所属

辖区内的矿山、煅烧炉等进行不定时巡逻、夜

间抽查、轮流蹲守等，尤其对与山西、陕县接

合部的非法矿口果断进行爆破炸毁和重点打

击，对辖区内无证经营且无环卫措施的铝石

炉、石灰窑采取断电、断路、拆除设备、封山封

口等强制措施杜绝死灰复燃。累计炸毁无证

矿井5处，石灰窑3家，铝石炉4家，现场取缔

非法炼油企业两个。

规范管理降污染。针对当地料场、货场

多为露天的实际，为减少此项对环境的污染

影响，他们因地制宜进行规范化管理，对石料

场、货物堆场等露天灰尘企业采取砌墙封闭、

墙体美化等措施，运用定时洒水、篷布遮盖等

手段，最大限度降低污染。

沼气催生节能热。在羊虎山农民史润劳

家，我们发现了更神的“西洋景”：沼液从沼气

池出口抽出后直接流入圈舍，自动将粪便冲洗

干净后通过入口又流入沼气池，场内干净如

洗，猪圈根本没有臭味。全乡1400个沼气使

猪圈臭气熏天的顽症得到有效化解。

如今，在高庙大地上，水清了，天蓝了，山

绿了，到处干净了，乡村美丽了……

本报讯 (记者王志昭)5 月

12日，省环保厅下发通知，从5

月15日开始在全省开展为期5

个月的饮用水水源综合整治活

动，同时，强化环境应急监测预

警能力，做到一旦发生突发环境

事件，严格执行第一时间报告、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开

展监测、第一时间提出向社会发

布信息建议、第一时间开展调查

的要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

力协助当地政府开展处置工作，

努力将突发环境事件的损失降

至最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

安全。

此次重点检查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周边及其上游河流

干支流沿线企业包括省政府

批复的穿越水源地的交通和

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的污染

防治设施建设、运行和维护情

况，污染物排放去向和达标情

况；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是否

存在与供水设施和与保护水

源无关的项目及排污口，是否

存在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

染物的建设项目等情况。其

中，地下水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内是否存在利用渗坑、渗井等

排放污水和其他废弃物及利

用透水层空隙、裂隙等储存石

油、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化

工原料、农药等情况。

饮用水安全直接关系到广

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省环保厅要

求各地环保部门要严把环评关，

对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工

业企业、旅游开发、畜禽养殖等

建设项目要认真审查，严格准

入。同时，坚决关闭和取缔一级

保护区内排污口及与取水设施

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对

违反法律规定的建设项目一律

提请政府责令拆除或关闭，对影

响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的污染源

单位限期整改或搬迁，逾期不达

标的予以关闭。

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或隐患，及时下达书面通知，

限期整改；对违法事实清楚、

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的，依法

立案查处到位；对于恶意排污

行为，依法从重处罚；对未按

要求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引

发突发环境事件的，依法追究

责任。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

司法部门处理，严厉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王志昭）今

后环境风险大的项目须公开

征求群众意见。日前，记者从

省环保厅获悉，为充分保障公

众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

督权，提高行政决策的民主性

和科学性，对环境敏感度高、

环境污染重、环境风险大的建

设项目，必须通过开展座谈

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公

开征求公众意见。

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

评机构应当在座谈会或者论证

会召开7日前，将座谈会或者论

证会的时间、地点、主要议题等

事项，书面通知有关单位和个

人。

征求公众意见的内容应包

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

用的生产工艺、污染治理设施建

设情况、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污染物排放达标、环

保搬迁落实情况以及环评审批、

试生产批复等相关情况。

征求公众意见采取问卷调

查方式，问卷发放的公众参与

人员应考虑从环评阶段原公众

参与范围内抽取，所占比例原

则上不得低于20%，调查问卷

发放不得低于100份。同时，

征求公众意见不得少于10个

工作日。

对公众参与工作存在范围

过小、代表性差、原始材料缺失、

程序不符合要求甚至弄虚作假

等问题的监测或调查报告书，全

省各级环保部门一律不予审

批。在监测或调查报告公众参

与工作中不负责任或弄虚作假

的机构，将有可能被吊销资质证

书。

固始的梯田位于固始县南部武庙乡与安徽交界大别山系的华阳大佛山和西九华山之中。她小巧玲珑、雅俗共赏。她镶嵌在大别山下

青山碧水，山村阡陌点缀其间。站在大别山顶放眼望去，她如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少女，站在青山绿水之间，让人流连忘返。吴德贤摄

本报讯周口市日前召开环保“三大工程”

动员大会，制定了 3年内全市PM2.5 下降

10%、主要河流消除黑臭、创建一批清洁乡村

示范村的环保目标，并要求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全员参与。

近年来，周口市共投资500多万元，建成

了中心城区PM2.5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并进

行实时监测，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达256

天；对18家涉重金属皮革企业进行了专项治

理；市区天然气覆盖范围内的10蒸吨以下燃

煤锅炉，部分已被淘汰或进行清洁能源改造；

全市大部分地表水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省定

目标，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全市已

创建5个省级生态乡镇、34个省级生态村。

周口市环境综合指数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但是，由于受雾霾、上游流域工业排放等

影响，近年来的大气环境污染和水资源污染

防控愈加艰难。同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提

高、生活方式转变，广大农村环境污染日趋严

重，而且农村环保工作相对薄弱。

对此，周口市紧急应对，出台三大环保工

程实施方案，分别确定蓝天、碧水和乡村清洁

工程的环保目标任务。

蓝天工程要求，2014年至2017年，全市

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比2012年下降

15%以上，细颗粒物（PM2.5）浓度比2012年

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全市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

碧水工程要求，2014年，全市水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流经城市的主要河流消除黑臭

现象，河流断面水质平均达标率达70%、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100%的

省定年度目标，确保全市水环境安全。

乡村清洁工程要求，深入开展省市生态

县、生态镇、生态村创建工作，扶沟、淮阳、西

华、商水县完成省级生态县创建任务，全市每

年创建10~20个省级生态村，全市各乡镇每

年创建2～3个市级生态示范村，实现“清洁家

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的目标。

在三大环保工程全市综合考核中，连续3

年倒数后3名的，将对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进

行组织处分，并对相对区域实行“区域限批”、

“挂牌督办”等措施。

（罗景山常兰军）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陈天恩

省环保厅

组织开展全省放射源
安全专项检查

省环保厅

饮用水水源区
专项检查开始了

周口：启动蓝天、碧水、乡村清洁“三大工程”
连续3年倒数后3名的将对主要负责人组织处分

环境风险大的项目
须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本报讯 5月19日，正阳县召开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动员大会，贯彻落实省、市蓝天

工程行动计划，安排部署正阳县“蓝天工

程”行动计划，动员全县上下提高认识，明

确目标，迅速行动，全力以赴打好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县委书

记刘艳丽、县长毕启民出席会议并作重要

讲话，县“四大班子”领导，各乡镇书记、镇

长，县直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重点

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刘艳丽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必须以

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营造一

个天蓝地绿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她要

求，要牢固树立科学防治的态度，采取综合

措施，重点做到“两个明确”：总体要求要明

确、目标任务要明确；“三个清楚”：要清楚

各类污染物的底数、清楚上级约束性的目

标、清楚蓝天工程行动计划；“五个到位”：

重污染行业污染治理要到位、城区大气污

染治理要到位、油气回收治理要到位、扬尘

及机动车尾气治理要到位和产业结构调整

要到位。要凝心聚力，打好战役。要强化

责任、严格奖惩、协调配合、积极行动，以硬

责任落实硬措施，以硬作风完成硬任务，努

力打好全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全

县大气环境质量整体改善。（正环办）

本报讯为了推进灰霾污染治理，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孟州市环保局召开专题会议，

局领导强调采取八项措施，加快大气治理。

一是强化工业污染防治，大力实施

污染减排；二是发展清洁能源，控制煤炭

消费总量；三是加强城区综合整治，取缔

城区燃煤锅炉，遏制扬尘、粉尘污染；四

是加强能力建设，完善监测体系和信息

发布制度，提升环境管理水平；五是加强

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区域联防联控

机制；六是加大对影响区域大气环境质

量重点污染源的管理力度确保工业企业

废气稳定达标排放；七是加强对农民的

引导，防止秸秆焚烧事件的发生；八是加

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区域联防联

控机制。 （张海燕卫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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