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党动员 全民发动
向大气污染宣战

面对大气治理工作中的重重困
难，柏乡县县委、县政府党委不妥
协、不气馁，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
攻城拔寨的拼劲，以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的坚定决心和坚实行动，全党
动员，全民发动，向大气污染宣战，
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8 年以来，柏乡县召开县委
常委会、政府常务会、政府联席会、
工作调度会，大气专班晨会等各种
会议180余次，专题研究部署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一次次会议部署，一份
份行动方案，一项项执法行动，都是
在为大气治理把诊问脉，聚焦问题
抓要害、找准病根开药方，确保各项
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制定并
印发《柏乡县 2018 年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工作方案》《柏乡县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方案》《柏乡县2018—
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文件，排出重
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任务，明确
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完成时限。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原
则，明确分工，砸死责任，形成部门
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
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为确保形成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的高压态势，在去年8月份，开
展了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月专项
行动。县委书记张万双、县长李行
军任指挥长，统一指挥，多次深入基
层街道、企业、农村进行调研，排查
污染隐患。实行网格化管理，站点
三公里内划分 24 个网格，县城区打
破乡镇建制，以街道为分界线划分
为 18 个网格；三公里内其他区域按
属地划为6个网格。网格长由县级
领导担任，分包部门主要领导为网

格第一责任人。网格长对所辖区域
内所有生态环境问题负总责。攻坚
月实施以来，全县 24 个网格排查发
现各类涉及大气污染隐患问题 378
个，通过各责任单位的努力，按时间
节点，如期完成了372个问题的整改
验收，总验收率达98.41%。11月份，
继续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开展以
清洁取暖散煤禁烧为重点的冬季攻
坚月行动，据统计，攻坚月期间全县
清收散煤 3585.1 吨，推广清洁型煤
21383.1 吨，扎实推进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进程，为确保大气质量的持续
改善奠定了基础。

分工合作 综合监管
还百姓蓝天白云

还老百姓一片蓝天白云，不
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承诺，更
是一份政治担当和责任。2018年以
来，柏乡县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

作中，不看情面、不谈交情、
不讲贡献，谁污染了环境就
治理谁，动真的、来实的、碰
硬的，各职能部门、乡镇党委
政府各司其职，既有分工也
有合作，联合执法，综合监
管，打出一套强力治污“组合
拳”，形成了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工作全方位、立体式、持续
化推进的高压态势。

——扬尘污染得到有效
遏制。该县在道路扬尘治理
上，创造性地采用“一吸二冲
三洗四收五扫”作业模式，有
效地提高了道路清扫质量。
同时还坚持做到“四个延
伸”，即由主干道向次干道延
伸;向背街小巷延伸；向城乡
结合部延伸；向重点农村延
伸。进一步规范了建筑扬尘
治理，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百”管理标准，按照部门+属
地+责任单位综合监管的原
则，实行网格化管理机制，全
面落实封闭围挡、道路硬化、
物料堆放覆盖、进出车辆冲
洗、工程立面围护、安装在线
扬尘监测设施等控尘抑尘措
施。

——工业企业污染源治
理成效明显。从源头上把
关，对新建项目严格环评、验

收、总量核定等工作，杜绝新污染源
的产生。环保局执法大队通过明察
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对重点工业
企业开展了拉网式检查，指导、规范
了企业生产行为，使工业企业进一
步得到提升。2018 年重点开展了

“散乱污”企业大排查，对每个散乱
污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建立了档案，
全部按照“两断三清”的标准进行了
取缔，宜改则改，宜砍则砍，加强巡
查严防死灰复燃。对涉VOCS排放
企业进行重点监管，安装了报警装
置，查封了 19 家汽修喷漆。持续推
行清洁生产。对35蒸吨及以下燃煤
锅炉全部淘汰清零”，对65蒸吨及以
上燃煤锅炉进行了提标改造。今年
对全县铸造企业开展了为期2个月
的专项治理，从防尘、抑尘等多个生
产环节进行升级改造，使铸造业“污
染大户”得到了有效改善。严格落
实错峰生产及重污染应急管控。对
全县涉气企业分别制定了减排措

施，严格按照“一厂一策”进行减排,
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科学制定
错峰生产方案。工业企业污染治理
取得明显效果。

——餐饮业油烟污染得到根
治。对城区主次干道、广场、重点场
所的露天烧烤摊点、夜市烧烤摊点
等全部取缔，实行进店经营，无烟化
作业。对重点区域内 180 家餐饮单
位，制定了“一店一策”整改方案，全
部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通过验收
达标后方可开业经营。今年初该县
把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延伸到企
业、学校、机关的餐厅食堂，有效根
治了餐饮业油烟污染这一顽疾。

——散煤管控实行“清零”政
策。全县范围内禁止任何渠道销售
散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销
售燃煤。洁净型煤加工企业，建立
日销售台账，对售出的洁净型煤质
量、数量、去向落实到乡镇、村、居民
户，并随产品出具洁净型煤合格证
明。严格落实“三禁一问责”的管理
办法，实现站点3公里内无煤化和站
点3公里外洁净型煤全覆盖。

——“双代”工作扎实推进。双
代办按照年度完成任务，提前谋划，
落实到乡镇村，各乡镇挂图作战，倒
排工期，确保在取暖期前完成年度
改造任务。截至目前，全县实施清
洁取暖53个村，其中气代煤31个村
9282 户，电代煤 22 个村 5248 户，覆
盖率达42.1%

全民参与 众志成城
建生态宜居环境

蓝天保卫战是一场攻坚战，更
是一场持久战。该县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把环境保护工
作作为全县头等大事，多次深入基
层、企业开展调研、督导、暗查、夜
查。2018 年以来，对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工作部署要求一次比一次严，
推进措施一次比一次硬。响亮地提
出“倾全县之力，聚全民之智，社会
公众广泛参与，助力大气污染治理”
的口号。形成党委、政府统揽，部
门、企业、社会公众多方共治、协手
联动的“大环保”格局。

县住建局在加大对建设工地扬
尘污染管控方面，严格落实“一票”
停工制度、“黑名单”制度，对有不良
行为记录的建筑工地，暂停安全质

量监督、资质办理、人员变动和核查
标后履约等措施进行处理，同时，对
违反扬尘治理的行为和案件，根据
管理权限向辖区政府报告、向综合
执法部门移交，形成多级联动、条块
结合、综合治理的高压态势。

县城管局对县城范围内非房
地产建设项目施工工地，开展了专
项清查，逐一建档监管，同时对县
城内 180 多家餐饮单位的油烟污染
现状进行了摸排，为县委、县政府
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决策当好参
谋和助手。

交警 大 队 主 动 研 判 ，查 漏 补
缺，依托各执勤点位，扎实开展了
黄标车、老旧车治理、淘汰工作。
严格路检、路查，深入街头巷尾、住
宅小区进行摸排走访，加强对黄标
车、僵尸车的清理报废力度。多次
深入车主家中，不畏群众冷言横
语，耐心讲明政策，协助车主积极
注销，确保黄标车、老旧车淘汰工
作顺利进行。

柏乡镇扎实开展“散乱污”企业
清零行动，对已取缔的 31 家“散乱
污”企业进行了回访，通过不间断巡
查，实施高压态势，杜绝死灰复燃。
在经营性燃煤锅炉的拆除和散煤禁
烧清缴工作中，乡镇干部包村，村两
委干部包户，对辖区的每一户居民、
每一个点位实行“过筛”的方式，确
保不遗漏一处环境污染源。

内步乡以防范为抓手，提前谋
划，充分利用宣传条幅、广播喇叭、
宣传车等宣传工具，在全乡大街小
巷、村口地头开展秸秆禁烧政策宣
传工作。全乡共悬挂条幅 20 余幅，
配备一辆秸秆禁烧专用车，乡里成
立了秸秆禁烧小分队，各村成立了
不少于 10 人的秸秆禁烧巡逻队，并
统一佩戴禁烧巡逻红袖章，对秸秆
禁烧政策进行宣传，营造了浓厚的
氛围。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任重而道
远，面临困难和挑战，柏乡人民有
信心、有决心，未雨绸缪，创新机
制，将继续坚定不移走生态绿色
发展之路，重点抓好散煤治理、工
业企业排放达标、“散乱污”企业
专项整治、超标机动车专项整治
等工作，标本兼治，持续用力，久
久为功，让柏乡的天更蓝，还老百
姓一个蓝天白云、草绿水清的宜
居环境。

为了天更蓝
——柏乡县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综述

本报记者 孙建伟 张尧 通讯员 张宝印

黄昏时分，登上柏乡县老县城的西城墙，放眼远眺，被落日染成了五颜六色的蓝天白云与西部太行山的美景浑然天成，成为一幅瑰丽的山水画卷——
这就是被称谓槐阳八景之一的“太行晚翠”。近两年来，随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强力推进和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柏乡县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好，曾经消
失多年的美景再次重现。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得益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蓝天白云、草绿水清。

从柏乡县生态环境分局得到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老百姓的说法：2018年，该县PM2.5平均浓度为7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3.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为148天，与同期持平。2019年，该县空气质量持续见好，蓝天白云的天数越来越多。据统计，5月份柏乡县月综合指数5.04，在全省正排第104，在邢台
市第二平台中正排第9；同比下降4.7%，在全省正排69，在第二平台中正排第2。PM2.5浓度38微克/立方米，在全省正排第103，在全市第二平台与南
宫、平乡并列正排第7；同比下降25.5%，全省正排29，在全市第二平台中正排第4。

（（本版图片本版图片 张尧张尧 张宝印张宝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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