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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中牟县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
刺30天加压推进会，传达近期全省大气污染防
治有关会议精神，对中牟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
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加压，确保中牟县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省环保督导组领导欧阳宏初，中
牟县领导潘开名、王朝杰、任程伟、牛健、牛满仓、
耿志国、赵和平、任大同等参加会议。

会上，副县长李新建传达了省攻坚办约谈会议
精神，以及《中牟县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
刺30天工作排查整改提升方案》。县环保局、住建
局、东风路街道和广惠街街道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欧阳宏初在讲话中希望中牟县能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环境攻坚任务的艰巨性和
复杂性，进一步夯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督
导检查，齐抓共管，全面落实中央、全省会议精
神，切实打赢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牟县委书记潘开名要求，一是必须提高政
治站位，以前所未有的认识，坚决贯彻落实省攻
坚办约谈会议精神。切实提升做好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思想上再重视，认
识上再提升，非常时期拿出非常举措。

二是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以前所未有的手
腕，务必解决当前中牟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中存
在的问题。目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经进入深
水区，各责任单位要加大管控力度，切实解决好
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落实不严不到位问
题。要实行动态监管，严格落实各项监管措施，
从严从重处理发现的问题。

三是必须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在抓好燃煤“双替代”
工作，严格落实“封土行动”上下功夫，全面排查
工地和汽修店，及时发现问题，整改到位。要进
一步加强机动车管控工作，加大城市清洁力度，
常态化监管搅拌站、工业企业以及餐饮业油烟管
理工作，依法依规，严管严控严格整改。要提前安
排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潘开名说，中牟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异
常严峻、任务十分繁杂，希望大家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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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9日中午，郑庵镇召开专题会
议，迅速贯彻落实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
刺30天加压推进会会议精神。

立即行动 全面落实 要求全镇上下
认真对照《中牟县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冲刺30天工作排查整改提升方案》的要
求，结合各自的分工立即开展排查，建立
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坚决打赢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翻身仗，为全县目标任务完
成做出贡献。

突出重点 强化措施 从严抓好工地
扬尘、涉气工业企业、劣质散煤、大货车分
流、清洁乡镇（社区、道路）、重点区域等重
点方面工作，实行镇、村干部分包责任制，

在全镇设置 18个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值班
岗，2个货车分流点，每个施工工地和拆迁
工地不少于3人值守，实行24小时昼巡夜
查值班制度，落实痕迹化管理，严控死守，
全方位排查，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强化督导 严格追责 按照省委提出
的“最严细的管控，最严格的监督，最严肃
的问责，最严格的处罚”四项要求，镇纪
委、督查办、环保办组成联合督查组，开展
“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督促检
查，24小时不间断对大气污染防
治问题排查整改情况和人员在岗
履职情况进行督查，一旦出现问
题，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2月 7日，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
刺 30天第七次调度会结束后，广惠街街
道办事处严格按照会议要求和县委书记
潘开名指示，夜里12时紧急召开班子成员
会议，安排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
强调，进一步全面梳理工作台账，落实责任
到人、责任到岗，制定行动方案。明确要求
向辖区所有建筑工地、企业下发大气污染
防治停工、停产通知书。会议结束后，立即
组织对辖区内工地进行全面夜查。

12月 8日下午，召开由全体班子成
员、全体包村干部、各行政村三主干、城市
管理办公室、规建办全体成员共90余人参
加的广惠街街道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冲刺30天行动再加压再动员会议。

会上，办事处主任张中锋传达了全省
第七次调度会精神和县委书记潘开名的
重要指示，并结合街道实际对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街道武装
部部长吕立场就围绕深入排查建立问题
台账、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整治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安排。

12月 9日上午，再次召开由全体班子
成员、全体机关干部共 160余人参加的广
惠街街道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30天再升

温再加压再动员再部署工作推进会。
会上，张中锋强调，全体领导干部要

提高政治认识，牢固树立政治责任，履职
尽责，勇于担当。一是要强化排查，厉行
整改。街道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工地要严
格执行“封土行动”，加强“一长三员”监督
管理，落实“七个百分之百”要求。严格查
处违法涉气工业企业，全面取缔“散乱污”
企业。做好散煤燃煤“双替代”工作。开
展拉网式大排查，确保各项工作不留死
角。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落实各项管控措
施，辖区所有工地企业做到该关停的一律
关停。二是要强化宣传，营造声势。全体
机关干部要深入村、社区，全部佩戴大气
污染防治巡查袖标，进村入户宣传环保法
律法规，营造全民治污的强大声势。三是
要上下联动，强化督导。对建筑工地及重
点企业做到24小时专人值守，办事处督查
办联合纪工委、城市管理办公室每天24小
时不间断开展昼巡夜查工作，确保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四是要严明纪律、严格追
责。全体机关干部严禁午间饮酒，严禁擅
离职守，发现监管责任人未履职到位的，
要进行全街道通报批评，性质严重的，实
施问责。

12月 11日上午，在青年路街道
办事处全体机关、村组干部参加的周
一升旗例会和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
街道主要领导就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冲刺30天工作进行再次安排、再次加
压。自12月7日以来，5天内4次对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专项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以彻底转变全体
机关、村组干部作风，狠抓工作执行
力专项整治工作为契机，全力助推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精细管理、高效
落实，取得实效为目的。

街道机关、村组领导干部全员
上阵，发动党员、联户代表、楼院长、
门洞长和社区协管员等最基层的有
生力量，全部参与到攻坚冲刺行动
中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红袖标”
行动，大气污染防治一长三员和村
组干部全部佩戴红袖标，开展昼巡

夜查的同时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宣传
工作。各村、社区分别制定专项攻
坚方案，通过在主要路段设置大气
污染防治卡口、张贴即时贴、出动宣
传车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手段，达到
了全民参与、合力治污的目的。

强化问题排查能力，通过全员
上阵，全方位排查，将辖区大气污染
防治任务底数切实摸清，重点监管
整治；实行问题销号制，对排查发现
的问题不整治的不销号，不整治到
位的不销号；实行问题分包责任制，
对监管整治台账上和排查发现的问
题，实行分管领导、包村领导、业务
站所负责人、村（社区）负责人和业
务站所分包责任人、村（社
区）监管责任人分别负
责的六级联管、联

治责任体系，切实推动问题的排查
整治，最大限度地消除一切可以消
除的污染源。

各村、社区分别成立专项督查
组，对本辖区开展全天候督查、巡查，
负责本辖区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
的督导，推进问题解决。各业务站所
分别成立专项督查组，对各自分管业
务的问题进行督导。办事处成立纪
工委牵头的联合督查组，根据办事处
整体问题台账，督促各村、各社区和
各业务站所的工作落实情况。对问
题整改不彻底，工作落实不力或监管
不到位的，根据问题严重程度，提出
问题建议。

12月 10日，黄店镇召开大气污染防
治奋战20天暨脱贫攻坚加压推进会，会议
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召开镇党政班子扩大会
议，统筹安排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脱贫攻
坚两项工作，全体班子成员、机关中层站
所长参会。会议传达了县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冲刺 30天加压推进会和脱贫攻坚推
进会议精神，对该镇大气污染防治和脱贫
攻坚工作进行再加压、再部署，要求确保
将两项攻坚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第二阶段，召开全镇大气污染防治奋
战 20天暨脱贫攻坚加压推

进会，全体班子成员、机关干部、村支两委
负责人、驻村第一书记参加会议。

镇党委书记谷金福要求，一是认清形
势，提高站位。要认清大气污染防治和脱
贫攻坚是当前省、市、县的重点工作，全镇
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两项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思想上再重视、认
识上再提升。二是明确责任，迅速行动。
要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和脱贫攻坚工
作，明确肩负的责任，迅速行动抓好两项
工作的落实。三是硬起手腕，整顿作风。
要坚决整顿工作作风，逐一签订责任书，
从源头杜绝侥幸心理、弄虚作假、蒙混过
关等不良现象，打好两项攻坚战。

12月 8日，刘集镇组织召开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
30天行动推进会，镇全体包村领
导、包村干部、各村支部书记、镇
直部门负责人、辖区施工工地负
责人等 60人参加。会议对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再部署、再安
排、再加压，指明严峻形势，安排
全面整治，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会议由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李恒主持。

会上，副镇长张志伟传达
省、市、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
刺文件、会议精神，要求严格按
照上级政府部署，铁腕治理。

李恒强调，一是认清形势，高
度重视。要求镇村干部必须清醒
认识到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没有退路、没有余
地。要加大排查，大力整治，保持

大气污染防治的高压态势。
二是严格标准，突出重点。

紧紧围绕“封土行动”管控、裸露
土堆覆盖、搅拌站治理、“小散乱
污”企业取缔、燃煤散烧及监测
点周边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专
项治理。按照网格划分，各司其
职，合理调配人员，做到搅拌站
有人驻厂看守，施工工地专人驻
村盯守。采取联合执法，做到监
管不留死角，取缔不留盲区。

三是强化督导，严格追责。
企业办、纪委、督查办、执法中队
联合巡查，加强督导和问责力
度，狠抓工作落实等系列措施，
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要
按照上级要求，重拳出击，严查
严整，决战 12月，奋战 30天，确
保 2017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最后胜利。

雁鸣湖镇多举措打好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持久战。

一是强化散煤污染控制，做
好散煤替代工作，大力推进“煤
改气”“煤改电”及其他新能源应
用。二是强化工业企业治理，通
过“关停并转”等措施，彻底解决
小企业、小作坊超标排放问题。
三是加强宣传，提高群众、企事
业单位的环保意识。充分利用
广播、标语等形式，宣传当前大
气污染形势的严峻性，引导各行

政村群众、企事业单位使用清洁
能源，禁燃秸秆、生活垃圾等，提
高群众的环保意识。四是严格
落实“封土行动”。镇域内涉及
清障、道路施工、社区建设等工
程项目采取停工作业的方式进
一步贯彻落实“封土行动”。五
是落实监督机制，由主管领导带
队采取 24小时不定时督查的方
式，对巡查中发现存在违规施
工、私自动工的企事业单位进行
严肃处理。

12月 8日上午，姚家镇组织
召开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
决胜 30天再动员再部署紧急会
议。会上，镇党委书记周国富就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做了具
体明确要求。

一是严排查。镇大气办联合
工商、综治等执法部门成立调查小
组，对全镇企业、工地、非法销售和
使用散煤户以及“小散乱污”企业
进行拉网式排查。同时加大昼巡
夜查力度，昼巡夜查要做到三必
须，必须有巡查记录，必须随时汇
报巡查位置，必须落实签字制度，
以便落实责任有据可查。

二是严落实。严格落实省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 30天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强化重污染天
气管控，包村站所联合各村必须
采取驻地、驻点、驻工地、驻企业

的方式严格落实到人，24小时不
间断全天候巡查。同时认真落实
“小散乱污”企业排查取缔，必须
真排查、真落实，并要求辖区内各
村通过大喇叭、横幅、标语等多种
方式宣传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意
义，增强干群的环保意识、自律意
识和社会担当意识。

三是严监管。按照属地管
理的原则，辖区内涉及大气污染
防治的企业、工地一律停产停
工，对辖区内的裸露土堆进行覆
盖，实行限土令，不准拉沙取
土。针对取缔后的“小散乱污”
企业要严防死守，做好监管工
作，防止死灰复燃。对违规散煤
加工销售及商户散烧保持高压
打击态势，发现一户、查处一户、
取缔一户，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
治冲刺30天攻坚战。

郑庵镇落实县大气污染防治冲刺30天加压推进会精神

广惠街街道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30天
再升温 再加压 再动员 再部署

青年路街道办全员上阵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黄店镇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奋战20天加压推进会

刘集镇召开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冲刺30天推进会

雁鸣湖镇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持久战

姚家镇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决胜30天会议

再动员、再部署、再加压中牟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30天

姚家镇召开姚家镇召开
大气污染防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决胜治攻坚决胜
3030天会议天会议

青年路街道青年路街道
进社区巡查进社区巡查

中牟县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30天加压推进会

青年路街道党工委青年路街道党工委
书记申永强书记申永强（（右右））进进
社区巡查社区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