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湖北省环境保护督
察方案（试行）》要求，湖北省第
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定于2018
年4月14日至5月6日对咸宁
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期间，
督察组将公开受理有关环境保

护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来信
来电举报，并接受群众对督察
工作的监督。举报电话0715-
8908156（08:00-20：00）；投
诉信箱：咸宁市10089号信箱，
邮编：437100。

关于对咸宁市开展
环境保护督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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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朱哲
报道：14日，咸宁斧头湖畔的梓
山湖新城，前来踏青的人络绎不
绝。武汉游客纪先生说：“斧头
湖以前是密密麻麻的网箱和竹
竿，拆围后湖面开阔，水天一色，
令人心旷神怡。”

碧波荡漾、空气清新的斧头
湖，是我市持续打好突出环境问
题整改攻坚战取得实效的一个
缩影。去年，我市拆除斧头湖咸
宁水域、西凉湖水域养殖围网围
栏17.2万亩。

对水环境污染，我市坚决零
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
软。前不久，市、区环保部门经
过多日的调查取证，发现城区一
家石材加工厂未批先建并且违
法排污，污染周边水环境，影响
恶劣，遂采取联合行动查封了此
加工厂。

去年，全市5个地表水国控
断面的水质优良率均为80%，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断面、点位水
质功能类别达标率为83%，8个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4个跨界断面均为100%。

近三年来，我市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市县两级PM10浓度
均值、PM2.5 浓度均值逐年下
降，空气质量优良率、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始终保持全省前列。
其中2017年PM10浓度均值较

省定目标74μg/ m3（每立方米
74微克）下降16.2%，全省排名
第2位，仅次于神农架林区。

通过强化环保监督执法，我
市进一步健全环保执法与司法
联动机制。近三年来，累计办理
行政处罚案件447起，处罚金额
1920万元，实施《环保法》四个
配套办法案件82起。其中，去
年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00起，较
2016年提高24.2%；处罚金额
876万元，同比提高28.7%。特
别是集中查处曝光一批环境违
纪违法案件，达到“查处一起、教
育一片、震慑一方”的效果。

2015年以来，全市共受理
涉及环保的信访件 3294 起
（件），群众来访 251 批 677 人
次, 环保12369热线投诉电话
14957件。所有投诉件均按程
序依法依规进行了调查处理，确
保 了 各 类 环 境 信 访 接 访 率
100%、回复率 100%、满意率
95%。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省环委会交办的突出环境
问题2批10个，已全部完成整
改；省政府环保综合督查交办的
25个突出环境问题，已全部完
成整改；自查发现全市突出环境
问题52个，已全部完成整改；全
市275个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已全部完成整改。

我市持续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攻坚战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始终保持全省前列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朱哲报
道：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湖北
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咸宁市
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4月14日，
湖北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咸
宁市动员汇报会召开，督察组组长尹
维真就即将开展的督察工作作了讲
话，市委书记丁小强介绍了咸宁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
并就督察工作作动员讲话。湖北省
环境保护督察咸宁市督察组副组长
李瑞勤就做好督察工作提出相关要
求，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主持动
员汇报会。

湖北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全
体成员、咸宁市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
及班子成员出席了会议，市人大和政
协主要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市党委和政府有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县（市、区）党
委和政府主要领导、省级及以上工业
园区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各县
（市、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以
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通过视频
会议列席了会议。

尹维真指出，要充分认识开展环

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开展省级
环境保护督察，是推动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环保决策部署落地、建
设生态强省的关键一招，是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亮
剑之举，也是推进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的重要抓手。省委、省
政府始终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践
行五大发展理念，坚持把绿色发展理
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
程，扎实推动生态省建设，全面启动

“四个三重大生态工程”，坚持不懈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尹维真强调，督察工作将坚持问
题导向，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3〕3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5〕1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6〕31号）和《湖北省污染防治攻
坚三年行动方案》等法律、法规及文
件的贯彻落实和执行情况，重点盯住

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
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突出环境问题及
其处理情况；重点检查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环境质量呈现恶
化趋势的区域流域及其整治情况；重
点了解生态省及环境保护重点任务
推进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反映的
身边环境问题的立行立改情况；重点
督察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环保不作为、乱作为情况；重点推动
地方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严肃问责等工作机制。

尹维真指出，要严格遵守督察纪律
和工作要求，加强配合，规范督察，严守
纪律。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是环保督察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分管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要
统筹谋划、靠前指挥，确保领导力量、
工作责任、资金投入、宣传舆论“四到
位”。督察期间，督察组将严格遵守中
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和我省实施办法，
不参加与督察工作无关的活动。

副组长李瑞勤要求，咸宁市要认
真做好配合，坚持边督边改，强化信
息公开，同时还要提供必要保障。对
省级环保督察移交移送的有关问题，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立行立改，以解
决实际环境问题来回应社会关切，以
整改的实际成效来取信于民。

丁小强强调，省环保督察组进驻
咸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是对咸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
的现实检验，是解决我市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推动生态咸宁建设的重大机
遇，是对我们做好各项工作、开创绿
色发展新局面的强力助推。绿色是
咸宁的底色和本色，生态是咸宁最宝
贵的财富。要树牢“四个意识”，切实
增强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坚持问题导向，全力以
赴完成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任务；落实
主体责任，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拓展整改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据悉，湖北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从4月14日开始进驻咸宁督查，为期
20天。进驻期间，开设了受理群众来信
来电举报的电话和邮政信箱。举报电
话：0715-8908156（08:00-20：00）；
投诉信箱：咸宁市10089号信箱，邮编：
437100。主要受理市民有关环境保护
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湖北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我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日前，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进
驻我市，开展环保督察工作，这是我
市当前面临的一次“大考”。“大考”面
前，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保
护不仅是发展问题、民生问题、社会
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环境保护工作
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

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是推动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环保
决策部署落地、建设生态强省的关键
一招，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
人民生活质量的亮剑之举，也是推进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
重要抓手。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上来，统一到省环保督察组的要求
指示上来，以对党负责、对人民群众
负责、对咸宁事业发展负责的态度，
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自觉诚恳地接受监督检查，
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咸宁不折不
扣贯彻执行。

生态是咸宁最大优势、最核心的
竞争力。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实施“蓝天、
碧水、净土”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连年

稳居全省前列。但是，我们更要清醒
地认识到，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工作还有许多短板，还存在许多
突出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生态保
护和修复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
年大计。各地要以这次省环保督察
为重大机遇，加快生态治理和修复，
尽快还清环保欠账，守护好绿水青
山，让咸宁的生态名片更加亮丽。

当前，市委、市政府提出“2020看
咸宁”。2020 看咸宁，核心就是一个

“绿”字。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通过 2 到 3 年时间的努
力，力争到 2020 年在绿色理念形成、
绿色产业发展、绿色城乡建设、绿色

空间布局、绿色生活共享等方面走在
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完成这一目标，
首要任务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抓好
环境突出问题整治、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把迎接省级环保督察作为
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以对历史、对子孙后
代负责的态度，把生态环境保护、环
境突出问题整治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推动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绿色发展
各项决策部署在咸宁落地生根，加快
咸宁实现绿色崛起。

（执笔：周荣华 朱哲）

环境保护永远在路上
本报评论员

省级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黄柱、庞赟报
道：15日，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
组分别组织我市环保相关部门
和重点企业相关负责人召开环
保工作座谈会，听取我市环境保
护工作开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下一步举措等情况介绍。湖北
省环境保护督察咸宁市督察组
副组长李瑞勤出席会议。

在相关环保部门工作座谈
会上，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
环保局等20多家单位有关负
责人，汇报了我市对中央、省安
排部署的环境保护工作推进情
况、本辖区在环境保护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及工作难点，并对
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提出建议，包
括突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考
核、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严
格环境准入制度、大力推进城
市及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等。

在重点企业座谈会上，来自
全市6个县市区的20家重点企

业介绍了各自环境保护工作开
展情况，对当地党委、政府环境
保护工作作出总体评价，指出当
地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并提出
希望政府部门加大对环保工作
的资金投入力度，环保部门加大
对企业的政策宣讲、技术指导等
建议。

近年来，我市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狠抓环境保
护工作。深入推进环境宣传教
育工作，严格开展环境监察执
法，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水
污染防治扎实推进，工业污染防
治动真碰硬。通过创新监管方
式、加大宣传引导，压实责任强
化落实，环境保护工作有序开
展。同时，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环
境问题亟待解决。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省第
三环保督察组对我市环保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将认真收集
大家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下
一步及时进行反馈。

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召开座谈会

听取我市相关部门和
重点企业环保工作情况汇报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打造中国中部“绿心”，建设国际生态城市，大力
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工程，生态环境质量连年稳居全省前列。如今，香城泉都越来越美，城市颜值越
来越高，市民辛福感、获得感得到显著提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向东宁 摄

绿色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