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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全力以赴推进
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到位

题

2017 年 6 月 14 日 星期三

6 月 5 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推进会暨省环境保护委员会 2017 年全会召开，我市在
武汉分会场集中收听收看。 会议结束后， 全市贯彻落
实会议继续召开。
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补齐发展短板的有
力抓手， 是回应群众关切的实际举措。 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
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以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不折不扣抓好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
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我市坚决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推进长江大保护，将开展“四水共治”作为重要抓手，全

武汉临空港开发区

面落实河长制、完善湖长制，全力做好长江沿线及各支
流、湖泊水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真正实现“一江清水
向东流”；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问题导向，切
实做好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对
于督察组反馈的问题， 要严明整改责任， 端正整改态
度，加快整改落实；要层层压实责任，认真落实领导干
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 真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
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
件亲自督办；要加大环保督查问责，失责必问、问责必
严。
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主要领导认真学习省、市
领导有关讲话，深入领会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责任担当，坚决落实全省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相
关部署，全力以赴抓好整改。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 张文彤

管委会（汉南区）主任（区长） 彭浩

通过中央环保督察，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领
导、 各部门充分认识到了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工作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
程，是打造“生态、智慧、宜居”的科技新城的必
然要求，让领导干部把“环保责任、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时时刻刻记在脑子里，落实在行动上。
下一步， 东湖高新区将继续深入开展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建章立制、注重长
效。 着眼整改成效的可持续性。 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责任落实，跟踪督导问效，确保真整改、全
整改、彻底改，以真正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 在
改善空气质量、加强水污染防治等方面，要整理
资料台账，进一步查漏补缺，一锤一锤钉钉子，
一把一把拧螺丝， 各相关部门要围绕问题开展
自查，把问题找准、找齐、找透，迅速补齐短板，
全力以赴整改问题， 推动全区环境质量持续好
转。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一是要认
真制定完善整改方案。 二是对潜在的环境问
题开展大排查，发现新问题、整改新问题。 三
是要集全区之力开展中央督察组反馈意见问
题的整改。 建立完善工作整改工作机制和督
察督办机制，限期整改到位、督察、督办到位，
在限期内完成整改工作，完成一个销号一个。
四是要建立长效机制。 对突出的环境问题如
大气治理、退渔还湖、排污口治理、燃煤锅炉
淘汰等问题整改后要立即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防止问题反弹。 五是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强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
编制总量内配强环保执法工作人员。 加强执
法队伍装备建设，提高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严
格监管执法。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的工作目的是帮助地
方找出短板， 使我们切实平衡好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能“吃祖宗的饭，断子孙
的路”。
全区下一步一是提高站位， 将环保工作
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作为， 因为我们既是环
境的保护者也是受益者。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
将问题进行“清单式管理、跟踪式推动、销号
式验收”。 三是强化措施，对突出环境问题通
过制定更加具体有效的工作方案，细化分工、
层层压实责任。 四是强化监督问责，创建长效
机制。
全区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以本次督察整改为
契机，扎实整改，积极推动我区向“建设中部
临空经济先行区、湖北高端产业集聚区、武汉
滨水生态幸福新城区”的目标迈进。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将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环保督察工作的部署要求， 认真开展整改
工作。
一是加强学习。 二是加大投入。 从完善管
网系统、控制面源污染、减少内源污染、修复
生态系统、 优化水系网络和建立长效机制等
方面进一步开展东湖水环境治理和湖泊保护
工作， 促进东湖水质不断提升。 三是加强监
管。 全面推进拥抱蓝天行动，整治小散乱污企
业，加快淘汰开启式干洗机，严厉打击汽修违
规喷涂作业， 强化工地扬尘和道路扬尘污染
控制， 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和燃油施工机械
环境监管，加强重点区域环境监管执法，完善
空气污染应急管理， 完成景区可吸入颗粒物
和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削减目标和改善空气质
量目标任务。 四是切实整改。 认真梳理景区突
出环境问题，落实责任部门、责任人及完成时
限，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 五是严肃问责。

武汉化工区

江岸区

江汉区

硚口区

管委会副主任 钱方信

人民政府区长 马泽江

人民政府区长 李湛

人民政府区长 刘丹平

化工区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最大努力提升群众环境“获得感”，努力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对
于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化工区狠抓责任
落实到位； 对照整改任务清单， 完善整改方
案，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在规定时限内“逐一
销号清零”；立行整改，务求实效。
下一步， 我区将成立区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同时及时对整改
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强化，严格按照整改
方案，确保完成时限，采取有力措施，立行立
改、务求实效。 整改既是压力，也是化工区发
展的机遇和动力， 化工区将既抓老问题的整
改，提前销号，又抓新问题的防范，防患于未
然，全力以赴推进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到位，以
实际行动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江岸区将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勇于担当，应势
而动，深入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
战。
一是提高站位，强化调度。 采取有力措施
把督察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落到实处，确
保在规定的时限内问题“归零”。 二是强化担
当，形成合力。全面推进“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多元共治”的环保工作新机制，在强
化环保部门统筹协调、督察督办的同时，给其
他“关键部门”压担子。 三是严格执法，精准发
力。 对照反馈需要整改的问题， 举一反三，快
速反应，深入排查，逐条列出整改时间表，逐件
制定整改落实措施。四是积极统筹，标本兼治。
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落后产业，
加大高端服务业的引进培育力度，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

一是继续以问题为导向抓好督察整改。 坚
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对于整改内
容，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名领导、一抓到底，
及时推动反馈问题彻底解决， 确保在规定时限
内“问题清零”。
二是继续以生态为核心抓好重点工作。 切
实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扛在肩上， 把环境保护
工作抓在手上， 把生态建设发展贯彻到日常工
作的方方面面，为建设生态武汉、美丽江汉打下
坚实基础。
三是继续以职责为担当抓好污染防控。 杜
绝“把问题当成绩”的不良发展现象，严格履职
执法，狠抓源头治理，切实做好空气、水、土壤的
污染防控工作，提升群众人居环境获得感。
我们将深入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牢固树立
“生态价值观”，以这次督察整改为抓手，标本兼
治，补足短板。

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既是重大发展问题，也是重大民生工程，更是
重大政治任务。
我们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意识，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意见
照单全收，坚决做到真认账、不推诿，真反思、
不敷衍，真整改、不贰过。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开展自查自纠，促进环保突出问题有
效解决。
下一步， 我们将以中央环保督察为新起
点，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大气、水、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扎实开展“拥抱蓝
天”行动，大力推进“四水共治”，切实补齐环
境保护短板、切实解决突出环保问题，为人民
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把硚口建设成
为滨江生态城区， 以实际行动争当生态文明
建设和绿色发展排头兵。

汉阳区

武昌区

青山区

洪山区

人民政府区长 盛继亮

人民政府区长 刘洁

人民政府区长 刘栿堂

人民政府区长 林文书

建章立制抓生态环境长远保护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机制。 区委
每季度， 区政府每月至少研究一次环境保护工
作，调动街道履行环保职能。 着手制定《汉阳区环
境保护管理职责规定》。
二是建立健全生态文明考核机制。 逐步提高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考核在党政实绩考核中的占
比。 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干部队伍专业技能和执法
水平。
三是建立健全绿色发展研讨机制。 增强干部
队伍“四个意识”，把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扛在肩
上，工作抓在手上，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四是严格生态环境问责机制。 按照“终身追
责、权责一致”的要求。 对干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进行严厉打击。 各街道和
各部门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要严格纪律
要求。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做到“零反弹”。
针对突出问题，立行立改，全面整改，从严整
改；同时，建立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对重、难点
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再督察、再办案、
再整改，确保问题清零。
二是强化联动联治，努力做到“零污染”。
深入实施“生态互动工程”，落实好“河湖长
制”和“拥抱蓝天行动”，推进“四水共治”、“三
绿共建”、“两净共享”， 确保不出现新的污染
源。
三是加强日常管控，坚决做到“零容忍”。
重拳整治污染湖泊和大气行为，对相关企业、
项目和责任人， 依法严管严惩， 严肃追责问
责。
四是走好群众路线， 与群众保持“零距
离”。 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和监督；认真办理和
解决群众反映的环境诉求及各类环境问题。

下一步，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压
实责任。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进
一步强化整改工作责任落实， 对督察组移交
的问题线索，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配齐人员，
建立机制，对照区整改方案、整改清单，强化
调度、督办、通报，实行整改销号管理。
二是明确任务。 按照方案逐一对照检查，
对共性问题不放过、个性问题重点研究，积极
争取市级部门的指导支持， 准确把握整改任
务要求，全面彻底整改突出问题。
三是突出重点。 坚持围绕空气、水环境质
量改善抓整改，加强市、区环境执法联动，采
取坚决措施，按照“规范一批、提升一批、淘汰
一批”的原则对东部工业企业开展集中整治，
加快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 把北湖生态新城
打造成长江大保护示范区。

把推进突出环境问题的整改， 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作为补齐
发展短板的有力抓手， 作为回应群众关切的
实际举措，切实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下一步， 我区将把环境突出问题的整治
当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按照“一个问题拿一套方案、一个领导班
子一抓到底”狠抓落实。 一是对本次交办的问
题按时按要求彻底整改； 二是继续对已经整
改完成的 76 个问题开展监督检查，加强日常
监管，严防反弹；三是结合洪山区实际，抓好
长效管理，常态化开展突出环境问题的检查，
对查出的问题严格按照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标准进行整改； 四是区环委会将加大问题
整改督察督办力度， 并配合区纪检监察部门
同步开展执纪问责。

蔡甸区

江夏区

黄陂区

新洲区

人民政府区长 彭巧娣

人民政府区长 张利

人民政府区长 曾晟

人民政府区长 赵利洪

我们将采取“一个问题、一个方案、一名领
导、一个专班”方式，实行销号管理，在规定期限
内全部整改到位。
一是明确职责，加强组织领导。 要求全区各
级党员干部亲自挂帅、靠前指挥，扎实做好突出
问题整改等工作。 对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
门等机构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职责进一步梳理
细化。
二是突出重点，把握主攻方向。 坚持问题导
向，巩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成果，对全区突出问
题进一步开展大排查、大检查、大整治，在全区
湖泊排污口调查的基础上， 开展河流排污口调
查，解决污染入河问题，重点解决突出问题。
三是督察督办，加大责任追究。 做到问题不
清零不松手、 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适时启动问
责， 对造成不良影响的， 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
责。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环保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 把补齐生态环境短板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推动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一
是紧盯问题，从严整改，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问
题清零。 二是建章立制，落实“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失职追责、多元共治”工作机制。 三是远
近结合，抓紧编制《江夏生态区建设规划》及
碧水、蓝天、净土等专项工作方案。 四是落实
河（湖）长制，全面完成湖泊“三网”拆除和畜
禽养殖退养任务，确保问题不反弹。 五是建立
沿湖污水收集系统。 提速“清水入江”工程，
2017 年全面完成集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先期
建成 100 座沿湖、 沿河村湾污水处理设施，实
现污水收集处理全覆盖。

一是进一步强化河湖长制。 实行一河（湖）一策，
坚决守住保护红线，坚持推进系统治理，更加有效地
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
二是建立考评问责体系，压实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的责任要求，对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
策、 生态环境保护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进行责任追
究。
三是实施不达标水体水环境质量达标方案，全
面调查污染源，具体明确整治内容，明确整治时限，
确保在规定时限内水体达标。
四是加快推进前川、滠口、武湖等重点地区雨污
分流改造， 全面启动前川污水处理厂和各街乡污水
处理厂的升级改造， 确保改造后尾水排放标准升为
一级 A。
五是发挥环保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
用。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

新洲区将切实抓好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确保按期完成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任务。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 全面自查整改，齐抓共
管，形成合力，共同补足欠账、补齐短板。
二是抓住薄弱环节整改。 对一些因历史等原
因暂时不能完成整改的环境问题，制定切实可行
的整改方案，明确时限，定期跟踪整改。 各责任单
位确保每个责任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 做到整
改一件、销号一件。
三是坚持定期通报。 区督考办定时通报拖沓
部门和重点问题督办情况。 区监察部门加强督
促，及时启动问责程序。 街镇成立督察组，对本街
镇的环保重点工作进行督办， 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
四是注重宣传引导。 利用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专班、微信群、门户网站等平台，及时跟踪并报道
相关信息、动态。

管委会（东西湖区）
常务副主任（区长） 杨泽发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管委会主任 黎东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