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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志昭）首届河南省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技术供需见面会将于2月下旬召开，为推动我省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省环保厅现面向全国征集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实用技术，如果你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等技术，请

赶快来报名吧。

省环保厅工作人员提醒报名时请注意，第一，要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遵纪守法，近3年内无任何不良经营

记录，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社会信誉良好；第二，近3

年内承接多项环境污染治理工程项目,并且已竣工验

收；第三，具备环境工程专项设计、施工资质，并在人

员、设备、技术、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施工能力；

第四，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

领先水平。

此次参会单位采用自愿申报、择优选取的方式确

定。省环保厅欢迎各技术持有单位根据征集条件积极

申报，并于2016年2月19日前将申报材料以特快专递

的形式邮寄至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21号院明珠宾馆1

号楼 302 室，邮箱：hnhbcy@126.com，电话 0371-

66309196、13838596798，报名截止时间以邮戳为

准。经审核符合要求的，省环保厅将通过电子邮件传

送正式邀请函参加技术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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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大家谈

环保小知识

霾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

色、橙色、红色表示。中国气象局于

2013年1月28日组织专家讨论了霾

的强度标准，可能会分为轻度、中度、

重度三个级别，并按照这一标准发布

预警信号。2013年1月28日，我国

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雾霾天

气，导致空气质量持续下降。中央气

象台在蓝色大雾预警之外，也同时发

布了霾黄色预警信号，这是我国首次

发布单独的霾预警。随后，正式规定

了霾预警信号分三级，以黄色、橙色、

红色表示。

1.霾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可能出现下

列条件之一或实况已达到下列条件

之一并可能持续：

（1）能见度小于3000米且相对

湿度小于80%的霾。

（2）能见度小于3000米且相对

湿度大于等于80%，PM2.5浓度大于

115微克/立方米且小于等于150微

克/立方米。

（3）能见度小于5000米，PM2.5

浓度大于150微克/立方米且小于等

于250微克/立方米。

2.霾橙色预警信号

预计6小时内可能出现能见度小

于2000米的霾，或者已经出现能见

度小于2000米的霾且可能持续。

3.霾红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可能出现下

列条件之一或实况已达到下列条件

之一并可能持续：

（1）能见度小于1000米且相对

湿度小于80%的霾。

（2）能见度小于1000米且相对

湿度大于等于80%，PM2.5浓度大于

250微克/立方米且小于等于500微

克/立方米。

（3）能见度小于5000米，PM2.5

浓度大于500微克/立方米。（王摘）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检察院联合濮

阳市环保局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联席

会议和联合约谈机制。

此机制要求检察机关、环保部门在解

决下列问题中加强协作配合：（一）对辖区

区域、流域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超过

控制指标、环境质量长期不达标，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重大环

境安全隐患长期未解决，或辖区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环境污染问题频发

等进行督查督办；（二）重大生态环境事件、

重大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调查处理；

（三）查处在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过程中

发现的政府和相关部门人员不作为、乱作

为，懒政怠政及失职渎职、贪污受贿等违法

犯罪行为；（四）支持或督促提起生态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

开一次，重大和紧急事项随时召开。

同时，该市检察院与市环保局联合印

发了《关于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建立联

合约谈机制的意见》，规定由检察机关和环

保部门共同约谈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

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管委会及有关

部门负责人、市辖区大型国有企业负责人，

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

到位。

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在建立联席会

议和联合约谈机制的基础上，还将建立信

息共享、联合挂牌督办、协作办案、联合支持

公益诉讼等各项机制，通过加强检察机关与

环保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促进检察监督与

环保执法的有效对接，为濮阳的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濮阳环）

2014年11月1日，一个普通的日

子，但一家企业却把这一天设立成了

纪念日，这是一个焦化企业，传统意

义上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这一天，

央视新闻联播曝光了这家企业生产

中存在污染行为，随之而来的是处罚

整改带来的观念的创新和发展的大

视野。

事情过去了，按说一般人都会对

这样的事情讳莫如深，但这家企业却

能正视环境污染的危害，牢记曾经的

耻辱，自我加压，让创新和发展成为

纪念日的节点。

在纪念日上，重温了央视新闻联

播的两段视频，前一段是曝光企业污

染的画面，那是怎样的场景啊，“十面

霾伏”，人在霾中，环境生态与对优美

人居环境的向往形成尖锐的讽刺。后

一段是报道《政企共担责换回“安阳

蓝”》的欣喜画面。报道了安阳因空气

质量被环境保护部约谈后，痛下决心，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向大气污染宣战，

用最严格的制度为污染治理保障开

路，用产业升级换回久违的蓝天。新

闻中重提了河南鑫磊集团，这是当时

被曝光的因夜间偷排被责令停产的企

业。企业负责人认识到，靠应付不能

过关，企图偷排污染物更不是出路。

他们一次性投入3000多万元进行升

级改造，环保投入不仅没有增加企业

负担，反而给企业创造了新的盈利点，

这让企业的全体员工对未来充满希

望。电视采访中，该集团董事长李成

杰说，过去，由于发展理念问题，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轻视环保投入，通过内

部研发和外来技术的引进，对焦炉进

行了彻底改造，企业生存有了空间，未

来发展有了机遇。李成杰表示，通过

对环境保护的精细化管理，全员环保

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员工精气神也更

加饱满，今后企业将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加大环保投入。

纪念日当天，企业隆重表彰了一

年来环保工作突出的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谈及为何设立环境纪念日，

河南鑫磊集团董事长李成杰说是在

征求员工意见获得广泛支持后，决定

设立环境纪念日，不是作秀，而是让

企业不忘过去。

河南鑫磊集团的实践证明，污染

是因为没有利用好的资源，是经济效

益的流失，是社会效益的肿瘤。向污

染宣战，是向污染要效益。把污染制

服了，病灶摘除了，效益就出来了。

据测算，仅煤气回收项目，每小时就

回收煤气700立方米。一天呢，一个

月，一年呢，十年呢，这是一个很可观

的算式。除了煤气，其间回收的还有

焦油、粗苯等化工产品，计算一下也

很惊人。马上开始的干熄焦余热发

电项目，也是污染转化能源的循环经

济项目，用该集团董事长的话说，就

是要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吃干

榨净，能回收的全部回收，拉长产业

链条，丰富产品序列。

正所谓败也环境，成也环境，这

是一个企业掌门人的环保情怀，也是

企业发展的绿色大视野，让我们为这

样的企业点赞，作为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拭目以待企业的美好愿景！

本报讯 近日，环境保护部发布公告，新

县被授予“国家生态县”称号，这标志着新县

正式成为继栾川县后河南省第二个获此殊荣

的县。

新县自2006年启动生态县创建工作以

来，牢固树立生态立县理念，坚持“红色引领、

绿色发展”，努力打造“山水红城、健康新县”，

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新型

工业和文化旅游业，努力培育生态文化，极力

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和自然资源保护，全力打

造生态人居环境，环境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人

居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

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国家生态县”荣誉称号的获得，不仅是

对信阳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更是一种责任的延续和新的鞭策。下一步，

信阳市环保局将继续以生态创建工作为抓

手，加强对各县区生态县创建工作的指导，持

续推进信阳市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新台阶。

（生态科）

本报讯 2月14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

新乡市召开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市委书记

舒庆指出，201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新乡市以环保警钟倒逼绿色发展，坚持

不懈抓牢生态建设，实施蓝天、碧水、乡村清洁

三大工程，扎实推进大气污染、水污染综合治

理工作，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

舒庆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各部门要做好各自领域的环

境保护等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形成各司其职、

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机制，从突击式、运动式

治理向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工作转

变。坚决关停“十五小”和“新五小”企业，在实

行最严厉的污染防治监管措施，持续加大治污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同时，注重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注重集约循环利用资源、注重科技创新

驱动发展、注重造管并举。

该市市长王小平指出，要强化责任，从严

问责，用铁的制度和纪律确保工作落实。建设

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是一场持久战、攻坚

战，必须通过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厉的问责，强

化规范约束，推动责任落实。

（杨济公曲晓青）

本报讯 三门峡市今年春节禁燃后，

2016年除夕和正月初一两天PM10小时

浓度最大值较2015年峰值下降53.1%，较

2014年峰值下降57.3%；PM2.5小时浓度

最大值较2015年下降70.8%，较2014年

下降83.1%。

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1月上旬，三门

峡市持续出现重污染天气，PM10居高不

下，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在此基

础上，该市政府向全社会发布了《关于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从1月22日开

始，该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全面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市委书记赵海燕、代市长安伟亲

自到各单位督导禁燃工作落实情况，进一

步强化责任，严格要求。公安、安全监管、

城管执法、工商、环保、质监、商务等部门依

法履行职责，联动执法，从批发零售到燃放

全过程加强监管。2月1日（农历十二月二

十三）成为该市历年来最安静的小年夜，当

天该市空气质量稳定保持在优良级别。

（常虹郭瑞)

省环保厅面向全国征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用技术，
如果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处置等技术——

欢迎来报名
企业设立环境日是何考量
□睢晓康 郝江华

霾预警信号等级

三门峡市春节禁燃后

PM2.5较去年同期下降70.8%继栾川县后我省第二个

新乡市节后上班第一天召开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会，强调——

从严问责追究

濮阳市检察院联合濮阳市环保局

建立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和联合约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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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河是淮河的第二大支流，起源于尉氏县，流经开封、通许、扶沟、太康、鹿邑，进安徽省后流入淮河。涡河流经鹿邑县时，形成

了河道最长、面积最大的天然河流湿地。自2015年鹿邑涡河湿地公园建成后，涡河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有效地保障涡河

及下游淮河的水环境和生态安全，也成为鹿邑县境内重要的水资源地，在维护区域水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老子摄

新县荣获“国家生态县”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