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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共有27个地方政府被约谈

环保约谈问责持续发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2018年，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持续加大了约谈力度，从约谈、通报到问责，生态环境保护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且渐成常态，效果也日益显现，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保驾护航。“从宽松软到现在从严从紧从快
处理，环保问责今后将成为常态，让
不重视环境问题的人意识到理念错
误，让没有认真履行责任的人切实履
责。”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
在生态环境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27地被约谈

2018 年被约谈的 27 个地方政
府，主要是由于大气治理工作不到
位、自然保护区管理不严格和非法倾
倒固废等原因被约谈。

2018年5月3日，因2017年秋冬
季大气治理不合格，山西省晋城、河
北省邯郸和山西省阳泉3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被约谈。由此开始，拉开了
2018年环保约谈的大幕，也被外界认
为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大
气污染改善已经上升到国家高度。

2018年8月1日，由于大气治理
不力，生态环境部对北京通州区、保
定曲阳县、石家庄赵县、晋城城区、新
乡辉县等地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
行约谈，督促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
度、压实工作责任。

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方面，2018
年 6 月 4 日，生态环境部对重庆市石
柱、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和江西省宜
春 3 市（县）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
约谈。2018 年 9 月 26 日，针对侵占
破坏自然保护区问题，生态环境部约
谈了辽宁锦州、吉林延边、江苏镇江、
安徽宣城等 8 地主要负责人以及安

徽、重庆、云南三省市林业部门负责
人。这次约谈了地方11名正厅级官
员，不仅约谈林业部门负责人，还约
谈相关地方的主要负责人，约谈对象
更加广泛。

非法倾倒固废也开展了一次约
谈。2018年5月11日，广东省广州、
江门、东莞，江苏省连云港、盐城，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和浙江省温岭 7 个
城市，由于数十家企业非法倾倒危险
废物且有的性质非常恶劣，各城市的
正副市长被约谈。

此外，针对临汾环境监测数据造
假案，生态环境部专门约谈了临汾市
市长刘予强。这是刘予强自2017年
1月19日被约谈后，第二次出现在生
态环境部的约谈会上。生态环境部
监测司副巡视员张京麒介绍，临汾市
6 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一年内被
干扰近百次，成为犯罪分子自由出入
的场所。

地方加强整改

2018 年 5 月份，因为空气质量
改善不力，没有完成确定目标，曾被
约谈过的邯郸市又被约谈，成为为数
不多的被约谈过两次的地方。

约谈之后，邯郸市很快就印发了
《邯郸市贯彻落实省政府公开约谈会
议通报问题整改方案》，其中提出压
减炼铁产能 151 万吨、炼钢产能 30
万吨，全面开展深化治理改造和无组
织排放专项治理等工作。

如今，距被环境部约谈已过去 7
个多月，邯郸市的大气治理工作出现
明显好转。河北省环保厅数据显示，
2018年 6月份至 9月份，除了 8月份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下降率排名第二
外，其它 3 个月，邯郸市的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下降率都排名全省第一。
邯郸市的“逆袭”，在众多被约谈

地方中并不少见。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金寿

浩表示，对发现的问题“不讲条件、不
计代价”地进行整改，目前已经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目前，珲春博亚山庄、森
泰牧业、天一牧业等已经全部拆除，正
在清理建筑垃圾，此次行动一共拆除
了52个点位的房屋和违法建筑。同
时举一反三，排查点位129个，拆除个
人非法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还有
80多个点位正在排查。”

北碚区区长何庆也表示，目前已
实现全面整改、清仓见底，“同时，我
们强化日常巡查，杜绝拆后复建，巩
固整治成果，确保自然保护区绝不新
增一平方米违法建筑。”

对于地方的整改进展，国家环境
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首先
给予了肯定。他同时强调，整改方案
一定要做细做实，既不要冒进，也不
能拖泥带水。一定要实事求是，“要
跳起来够得着”。

“中央环保督察时有些省份整改
方案做得很漂亮，但是很冒进，到最
后落实不了。希望各地的整改方案
一定要实实在在，确保质量和效果。”
刘长根说。

制度不断完善

约谈问责如今呈现出“稳”“准”
“狠”的势头，效果也日益显现。这一
方面是由于现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
段，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国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的日趋完善。

例如，水质监测手段更加丰富，
也更加多元化。利用无人机、无人船
巡航，或者采样、传输等已经变得更

加常态化，成了动态了解水质环境的
补充方式。智慧的触角无处不在，智
能化、无人化、自动化、信息化的融合
填补了监测管控的“盲区”，公众已经
可以在手机上随时查看地表水水质
监测信息。

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我国制定
出台和修订完善一系列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制度规定和法律法规，为推
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保驾护航。

特别是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
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
和制度体系。目前，覆盖全国的主体
功能区制度和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已
经建立，中央环保督察实现了 31 个
省区市全覆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
步确立、日趋完善。

此外，2015 年 8 月份，中办、国
办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办法》，按照《办法》，无论是
违法违规决策，还是不履行职责，或
者对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组织查处不力，地方党委政府及主要
负责人都将被追责。

刘友宾说，2018年11月22日，最
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检察机关加强协作
配合服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座谈
会，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协作重点，下一
步，生态环境部将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部门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建立稳
定有效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对于被约谈地区，生态环境部
将适时进行‘回头看’。”刘长根说，将
针对“回头看”发现的问题组织专项
督察，专项督察将奔着责任追究去，

“建议地方不要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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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长江边5000多亩湿地推平建

工业园区，多年来仅3家企业入驻；对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落实不力——

2018年，生态环境部约谈重庆市石

柱县，要求立即停止违规开发活动，

加快生态修复，严肃问责。图为

2018年6月6日无人机拍摄的石柱县

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工业企业

和远处的长江。 （新华社发）

保持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 曹红艳

《土壤污染防治法》于2019年1月

1日起施行，这是继2016年施行新《大

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施行新《水污染

防治法》之后，又一部重量级的生态环

保法律生效，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

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打赢蓝天保卫

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

卫战，根据时间表，按照路线图，啃下硬

骨头，环境一点点改善了，带给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一年更比一年高。

2018 年是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期三大攻坚战的开局之年。污

染防治攻坚战初战告捷，成绩来之不

易。从上半年开始，京津冀、长三角、

汾渭平原等重点地区通过持续开展强

化督查，从企业超排到散乱污整治不

彻底、从小锅炉整治到工地扬尘管控，

污染问题得到遏制；打赢蓝天保卫战，

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治理

城市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渤海，保护修

复长江，保护水源地，治理农业农村污

染，七大标志性战役渐次展开；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这把利剑直指“表面

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等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为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障。让天空更加

湛蓝，让水体更加清澈，让土壤更加洁

净，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向纵深推进。

2018年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保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

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把新

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

要求写入宪法。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中，新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

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和行政执法

职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保

发展历程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

最广、意义最深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召开，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在这一年

印发，一系列重大部署和举措，为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提供

了重要动力和有力保障。

告别开局之年，迎来关键之年。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仍面临多重挑

战。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

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

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的窗口期。而经济下行压力下，一些

地方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有所弱

化，污染治理越往后越难、艰巨性日益

凸显，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工作进展不

平衡，生态环境质量受自然条件变化

影响、持续改善的基础还不稳固，生态

环境系统的工作能力、方式方法和作

风有待改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决

不能有认为前期成绩好就可以懈怠的

想法。治污攻坚犹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

也不能有“击鼓传花”式的拖延，让环

境风险累积演变成“灰犀牛”事件，必

须更多更好更快地提供优质生态产

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针对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关键

之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守阵

地、巩固成果，不能放宽放松，更不能

走回头路；要“精准聚焦”，瞄准打赢蓝

天保卫战等重点战役，加大工作和投

入力度；要“协同共进”，统筹兼顾，避

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协同推动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要“优化服务”，增强

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

决方案。

污染防治攻坚战注定是一场大

战、苦战、硬战。唯有保持战略定力，

坚定信心、坚守阵地、坚持不懈，才能

夺取让人民满意的战果。

2018 年，中央环保督察对江苏

泰州市泰兴市进行“回头看”，发现

两年前交办处置的一处化工废料填

埋点丝毫未动就宣布完成整改；另

一处污泥堆放点堆放量不减反增。

图为2018年6月11日无人机拍摄的

泰兴市滨江镇头圩村紧靠长江岸边

的污泥堆积池。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