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市长吴刚（左一）带队调研斧头湖水环境 市环保局长魏朝东带队查封污染企业市环保系统履职尽责工作座谈会市环保系统启动“双护双促”综合执法行动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邓昌炉

电话：0715－81287718版
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

E-mail:xnliping7205＠163.com 专 刊

本报电话：社长办公室 8128711 总编办公室 8128722 记者部 8128123 专刊部 8128771 广告部 8128778 摄影部 8128773 咸宁新闻网 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截止 8 月 28 日，咸宁市采取省、市级督导
与县级交叉执法、省市级督查与地方查处整改
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双护双促”
综合执法行动，摸清了 环境问题底数，锻炼了执
法队伍，解决了突出环境问题，惩戒了违法行
为，增强了企业环保主体责任意识，促进了咸宁
绿色发展。

一、站位高。“双护双促”是湖北省环保厅为
切实维护《环境保护法》的权威，保护长江经济
带咸宁段的生态环境安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十三五”期间环境质量
的更有效改善而采取的全省环保综合执法行动
的简称。市政府按省环保厅部署，召开了市环
委会 18 个成员单位负责人，各县市区分管环保
副县长、环保局局长专题会。副市长吴刚明确
提出了坚决落实不巡查不放过，不查清不放过，
不处理不放过，不整改不放过，不销号不放过的

“五不”严格要求，强调务必按时完成省定任务。
二、行动快。8 月 8 日省环保厅“双护双促”

综合执法行动视频会议后，咸宁市环保局即邀
请省环保厅第三督察组和第十二检查小组领导
会商全市“双护双促”综合执法行动工作，10 日
上午组织全市 6 个交叉执法检查组36 名成员
和 6 个县市区的分管领导召开动员大会，当日
下午各检查组奔赴指定区域开展20 天的综合
执法检查，基本完成省检查清单任务。其中交
办问题、自然保护区、省级以上工业园、污水处
理厂、砖瓦行业、市控以上重点企业实现全覆盖
检查，我市还增加了非煤矿山、燃气站、医疗机
构等方面的检查，实现了环境执法检查全覆盖。

三、效果好。执法人员不畏酷暑暴雨，不分
节假日。白天一线执法，晚上对当天检查情况
会商、填报表、写简报，安排次日工作。一是摸
清了污染底数。全市共检查点位 424 个，全省
排名第二。其中省级以上工业 园 7 个，饮用水
水源地 6 个，城镇污水处理厂 8 个，自然保 护
区 2 个，垃圾焚烧厂 2 家，火电 4 家，钢铁 2
家。 二是锻炼了执法队伍。检查组与检查地执
法人员统一使用移动执法系统现场执法，执法
留痕、规范执法，执法341 次，全省排名第一。
三是打击了违法行为。检查组立查立交，立交
立改。对一般问题，现场要求企业整改，同时交
当地环保部门督办；对突出环境问题依法立案
查处。目前，已拆除和责令停产整改各 1 家、查
封 9 家、罚款 5 家。 四是展示了执法风采。省
环保厅“双护双促”指挥部简报 20 期中，14 期
有我市的正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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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市环保系统紧紧围绕
全省环保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

“三抓一优”中心工作，始终坚持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保持“想为”之境界；干事
创业，履职尽责，坚守“敢为”之担当；务
实苦干，善作善成，锤炼“勤为”之作风，
全面履职尽责，打造“环保铁军”。

在8月30日全省环保系统履职
尽责工作推进会上，我市环保系统尽
职尽责得到省环保厅领导的表扬。

“咸宁市环保系统履职尽责督促
检查工作全面展开”、“提升站位首责
必担”被咸宁市政府和省环保厅网站
刊用、转发。咸宁市高新区服务“三抓
一优”项目建设的经验做法被市委书
记丁小强签署转发市直各部门学习借
鉴。市“6·5”世界环境日环保美文电
视诵读大会受到市委、市政府充分肯
定。

第一时间贯彻落实

4月11日下午，在全省环保系统
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市环保局就全
市环保系统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
作进行了深入动员、周密部署，全市环
保系统263名党员干部参加会议。随
后，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
署全市环保系统履职尽责工作，成立
领导专班，组建了工作专班，各县市区
环保局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人人发言、
人人表态，形成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
级带着一级干的良好氛围。

规定动作不折不扣

一是动员部署，工作展开早，实施
方案，工作专班、领导责任、推进措施
到位。

二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全面履行环境保护职能、严格依法
行政、积极服务改善民生、扎实改进工
作作风、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六个方面
公开承诺，及时上报、上墙、上网，并在

“6·5”世界环境日宣传专版进行公开

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组建了

211重点工程项目审批服务工作专
班、中央环保督查组反馈意见及突出
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全面提升空气质
量工作专班、党的建设和全面履职尽
责督促检查工作专班、生态示范市建
设及规划工作专班，各重点工作专班
坚持专班专事专责，做到一周一调度，
两周一会商，一月一推进、一季一述
职。从班子成员做起，以上率下，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政策熟、作风实、效率
高、服务优。

联动指导从紧从严

对上，密切与市纠风办、市履职尽
责督导组的联系，积极汇报全市环保
系统开展履职尽责的经验做法和县市
区环保部门存在的矛盾困难，争取支
持和理解。对内，通过明察与暗访，对
局机关工作作风和纪律执行不严的行
为进行全局通报；对上半年市委、市政
府交办件进行清理督查。对下，由局
党组成员带队，分别对6个县（市、区）

20家单位连续开展调研暗访和督导
检查。

突出部门特点特色

结合部门和单位特点，把履职尽
责督促检查的要求落实到环保工作实
践中。

一是狠抓大气环境监管。成立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专班，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四个专项行动”，即燃煤锅炉专
项整治行动，提请市政府印发了《关于
迅速淘汰新上燃煤锅炉的紧急通知》，
呈请市政府安排市环保、质监、发改、
经信四个部门组成督查组赴6个县市
区，对2013年以来新上的34台锅炉
淘汰情况进行了督查；石材加工行业
专项整治行动，会同高新区分局对所
涉及的17家石材加工行业进行全面
整治，要求立即停产，并协调电力部门
对17家企业进行了断电处理；挥化性
有机物专项整治行动，抽调精干人员
会同高新区分局对园区涉气企业进行
地毯式执法检查，检查涉气企业56
家，现场取证和笔录40家，下达限期

整改通知14份，立案17家；机动车尾
气治理专项行动，与交警部门协调沟
通，督促市交警支队落实黄标车，老旧
车淘汰任务；督促商务局完成油汽站
废气回收改造；积极争取市政府投入
210万元购置3辆移动喷雾车,日夜
喷洒降尘。

二是加大水环境保护力度。投入
50万元编制《斧头湖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投入370余万元完成陆水流
域水质自动监测站赤壁站、崇阳站、通
城站建设；投入50万元对麻塘水厂地
下水考核点位周边环境修复，对威胁
饮水安全的环境问题进行查处督办。
为解决长江潘家湾水源地保护区内3
个码头问题，市政府召集嘉鱼县政府、
市环保、水务、住建、交通、农业等部门
反复会商，确定整改方案，决定上移取
水口，在取水口上移工程完成前，三个
码头已停运。

三是狠抓突出环境问题整治。今
年以来，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指
挥部按照“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名
责任人、一抓到底”的要求，逐项逐条
进行整改。到目前，省环委会交办我
市突出环境问题2批10个，已全部完
成整改；省政府环保综合督查交办我
市25个突出环境问题，目前完成整改
23个；我市通过全面梳理共发现突出
环境问题52个，整改完成49个。目
前全市275个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中，已完成整改项目266个。在中央
环保督察组进驻湖北开展环保督察期
间，全市共受理中央环保督察组总件
数56件，重复投诉13件，涉及环境问
题43个，均按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调
查核实、办结回复。

2017年1-5月份，我市行政处罚
案件立案53起、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54起、按新《环保法》配套实施办法相
关案件11起，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2件，查封扣押案件8件，限产、停产案
件1件。

环保执法人员依法查封、拆除污染企业

省市记者采访企业环保治污 社区居民参观环保监测站

市环保局干部参加党的知识考试综合执法检查组在企业督查通城县依法拆除违法养猪场

十项举措提升行政效能
今年以来，市环保局紧紧围

绕建设生态咸宁，推动绿色崛
起，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内
在活力，以“十项举措”增强行政
服务效能。

一是深化环保领域改革。
改革环境实用技术推广中心，改
革环境科学研究院，改制机动车
尾气检测中心。

二是简政放权。结合市政
府“二次创新”，将环保25项审
批、认定、许可事项纳入行政服
务中心受理，对现有的25项行
政审批行为，取消 5项、下放 5
项、调整为日常管理工作2项、
保留13项，取消和下放比例占
40%。

三是规范审批程序。完善
环保行政评审流程，健全内部协
调机制，总量指标前置审批、环
评报告审批、“三同时”竣工验收
监测、验收审批、排污申报排污
许可证发放与排污费核定与征
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办理及
固废转移申请、日常环境监管等
九个环节“一体化”管理。

四是坚持上门服务。组织
深入项目现场开展“四个一批”
活动，即：现场审批一批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现场组织一批建设
项目环评审查、现场启动一批建
设项目环保验收、现场开展一批
建设项目环保咨询，为企业提供
了便捷服务。

五是开通“绿色通道”。对
符合环境准入条件的涉及民生
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
等有利于扩大内需的项目，开通
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对全市重
点减排项目实行“直通车服务”，
明确责任领导、责任科室和联络
员，为企业服务。

六是坚持网上审批。所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均
在各级环保网站上进行公示、审
批，全面提高行政审批效能。

七是推行事务公开。进一
步完善网上政务服务的各项规
章制度和管理办法，逐步实现全
市环保系统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集中管理，推动行政审批规范、
高效、透明、便民。

八是狠抓作风整治。针对
市委提出的11项整治活动，结合
环保工作实际，我们组织了8项
整治活动。

九是狠抓环保宣传。以纪
念第46个“6·5”世界环境日为契
机，进一步掀起了宣传环保政风
行风建设热潮，深入开展了环保
展览、自行车城区巡游、文艺晚
会、环保知识竞赛四大活动，环
保理念深入人心。

十是完善机关管理制度。
进一步规范机关行政行为，提高
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加强机关
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制
订了31项机关管理制度。

环保履职尽责 助推绿色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