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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肇庚市委 肇庚市人民政府

美子落実声奈省第二邦境保押督察狙

督察反債意見整政情況的報告

省政府 :

近年末,我 市堅持以ヨ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思

想力指早,全面貫御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オ貫御コ近平恙ギ泥対声末重要琲活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わ落共党中央、国弁院及省委、省

政府有美生恣不境保夕的決策部署,接照省第二不境保夕督

察虹反債意几以及 《挙夫市貫御落美片末省第二不境保夕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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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姐督察反債意几整茨方案》(以 下筒称市 《整攻方条》)要

求,圧 実整茨責任,強化整茨落央。日前,完成了除段性整

茨任券,29項整茨任券中 8項 已全面完成整茨,其余 21項

正接整茨叶序要求推邊,現杵有美整茨情況扱告如下。

一、主要倣法及成数

(― )沐入賃物ヨ近辛生恣丈明思想,以 史高政治堵位

依好督察基茂工作。一是切美加張マ近平生恣文明思想学

■,我 市先后召升 90次市委常委会会袂、市政府常弁会袂

和寺趣会洪学コ可近平生恣文明思想、特EIE学 ヨ全国生恣不

境保夕大会精神,切 美把思想和行動坑一rllョ 近平生恣文明

思想上来,堡決れた生恣文明建没的政治責任,打好汚染 1/t

治攻堡哉。二是強化整茨工作姐鉄飯早。市委、市政府主要

頷早高度重祝 ,成 立了以市長任姐K的 整吹工作飯早小姐 ,

先后 13次 Fll挙夫能源友屯項 目、端州城区汚水管口攻造エ

程等項 目一銭召升現場会,9次対整茨工作落実情況作出批

示,要求圧実整攻責任,全面落実整茨;分管副市長年月召

升工作会商会研究推邊整茨工作落美;其化分管市頷早先后

11次 召升寺題会洸或現場凋度督亦整茨工作 ,市人大、市

先委監委、市委巡祝虹多次現場調研、栓査和督亦整攻エ

作。三是か張現場督査督亦。成立不保督察整攻工作督早

姐,強 化 “一銭工作法",八会袂、文件走 Fll現 場、一銭 ,

市飯早帯仄累汁 37次 現場督亦。四是明碗 曰林責任。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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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 《整茨方案》,対渉及我市的 29項 整茨任券全部明碗牽

共単位和整吹目林要求,晨晨圧美整唆責任。

(二)不折不わ落実整茂,全力準辻整茂任券落地几裁

1.逐歩完善整茨工作机制,坑寿推逃生恣不境保夕工作

一是強化飯早千部生恣不保意沢。市委、市政府把貫物

落実ヨ近平生恣文明思想作力生恣文明建没的首要政治任

券,在市委党校姜交坂頷早千部、多慎 (街道)党 (工 )委

ギ泥、去 (市 、区)宣局く、青年千部以及市宣机美科吸/Ak

券貝等有美培ツ1班 次中没置マ近平生恣文明思想寺趣深程 ,

培ツ|千部 300多 人次。市不境局共邊清寺家教授捕早授渫 4

次,俎鉄頷早千部到高校升晨不境保タカメ培)11次 ,不 断

増張飯早千部的生恣文明意メ。

二是建立責任迫究机制。接照 《挙夫市党攻飯早千部生

恣不境板事責任迫究制度》要求,対逹背生恣不境要求、造

咸生恣不境和資源片重破杯的飯早千部,メ格依法実行終身

迫責。我市対省第二不境保夕督察虹移交的 5企 生恣不境板

字責任迫究同趣邊行汰真調査,依規汗粛同責,共釣淡 19

人,其 中副炎坂 5人、正科坂 8人、副科象 6人 ;同 責 19

人,其 中城勉 7人 、党先人分 3人、政券炎分 1人、其化

(批 汗教育、ギ面栓査)8人 ;其 中正充象 1人 、副炎坂 2

人、正科坂 9人、副科坂 2人、科貝 4人、其化 1人 。

三是完善考核K数机制。印友 《不境保ナ責任制考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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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亦法》《2019年 度肇人市各姜 (市 、区)、 功能区党攻飯

早班子推功高反量友晨差昇化妹合考坪方茉》等考核方業 ,

格生恣不境保学坪含指林分値在生恣友晨 区占比提高至

25%,強 化各坂各部 11不保主体責任,実現不保考核制度全

覆蓋。

四是仇化提升不境上管能力。以机胸改革力契机,完成

了生恣不境保ク管理取能整合,健全市、姜丙坂不境上管制

度,井着重加張基晨不境上管能力建没,全市姜坂生恣不境

分局増カロ人員端制 51名 。在市不境局没人気不境科 (机勁

率羽卜気汚染 1/t治 科),寺 11負 責虹鉄実施机勁キ‖卜気汚染 1/t

治工作 ,ネト足人気汚染 1/t治 工作中机勁率管理短板。

2.伐化声立布局 ,カロ快声立録色紫型升坂

一是詢筑 “三廊三日,四 屏多点"生 恣安全格局。印友

《挙人市主体功能区規all》 《肇夫市 “三規合一"規 tll》 ,坑

寿中Jむ 城区及各姜 (市 、区)城慎杢同和重点声上国区杢同

布局以及各美杢同性規え1,推辻 “多規合一",実現 “一張

五四管到底"。 印友 《肇庚市西江水反保夕負面清単》,戸格

落美主体功能区配套不保政策。曰晩 “一姜一核′む困区"恙

体布月以及 “一主面輔"的 声立模式,推 功困区集果友展 ,

全市工上国区累十完成新升友及盤活用地面釈 15300.1言 。

二是肝格保ク重要生恣室同。水芦落美 “芦格控制区内

不得逃行寺不境保夕和生恣建没元美的升友活動"的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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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生恣保学生銭、永久基本友口、城慎升友迪界三条控制

銭刻定工作 ,全市似測定生恣保夕先銭面釈 3179。65平方/Ak

里,占 全市国土面釈的 21.34%。

三足カロ快侍坑低数声立紫型升坂。印友 《美子llE勁 借坑

イK妓声立退出和整治掟升工作方案》,推 功印染、屯彼、造

妖、制革、固体疲井物カロエdll用 、冶煉等六大行立侍坑低数

声並退出和整治掟升,完 成借銃低数声立整茨企立 458家 ,

洵汰 8台 不符合高汚染燃料禁燃区要求的燃煤鋼サ。同Hf,

対全市 “散乱汚"工立企上 (場 所)逐一整治,実施夫停取

第和治理改造,接要求完成了全市 “散乱汚"工立企立 (場

所)妹 合整治任弁 691家 ,完成率 100%。 2019年 ,我 市

出合 《肇皮市マ1早 和扶持 陶発企立結型升坂工作実施方

案》,対 実施 “煤 茨気"和 主勁退 出的陶発企 上給予

50-100万元資金ネト助,井実施天然気気介ネト貼,全面マ1早

陶発企立特型升坂,全力肖1城汚染物‖卜放量,実現録色特型

升坂。

四是推邊畜合赤殖立汚染防治。升晨禁界区内畜合界殖

立清理整治 “回共看"寺項行動,1/t止 禁赤区隻赤現象。現

固鼎湖区、四会市逹法赤殖坊清理整坂成果,カロ大巡査上

督,片 1/t死 友隻燃。加快推逃規模化畜合赤殖坊重点戒羽トエ

程建没,釈板推邊畜合赤殖寺立声汚染治理,大大降低対北

江、袈江等水不境反量的影噛。

- 5 -



3.堡決打疏止天保工誡

深入升展人気汚染 F/t治 日常精如化管控工作,借益京津

真及其周迪 “2+26"城市倣法,猥机 “清清能源唆造、エ

上源汚染治理、面源汚染控制、声控移勁源‖卜放、生物反燃

洗上管"五人重点飯域源共治理。2019年 ,我 市城区不境

空気反量妹合指数力 3.93,同 比下降 1%,改善幅皮全省‖ト

名第 4位 ,珠 三角第 1位 ラ顆粒物指林改善明呈,PM10、

PM2.5同 比分力1下 降 4%和 11。 1%,茨善幅度分男1‖卜全省第

4位わ第 2位、均排珠三角力第 1位 。PM2.5年 口均値力 32

微克 /立方米,首次実現ilt到 国家二坂林准的曰林。

一是推逃清渚能源改造工程。原ス1上在全市疱国内禁上

新上燃煤項 目,落央能源消費恙量和単位生声恙量能耗 ``双

控"措施,推逃全市煤友消費恙量控制曰林落共,倣好煤友

消費戒量春代。2019年 我市煤友消費′も量釣力 645万 叱 ,

同比下降釣 52万 叱,超 額完成了省下迭的年度 曰林任芥 ;

全市単位 GDP能 耗下降 3.48%,能 源消費恙量同比増加

26。76万 叱林准煤 ,均 控制在省下迷的曰林任券内;全市元

核准或各案声能芦重rit剰 行立的新増声能項 目わ耗煤項目。

二是強化工立源汚染治理。建成市 VOCs上 管系坑 ,

対 51家 市重点上管企立実行名単管理 ,推逃 “一企一策"

妹合整治工作,完成 21家市重点上管企上 “一企一策"妹

合整治汗借工作 (其 中包括 17家省重点企立)。 出台 《挙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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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2018年 陶発企立

`1早

退出和妹合整治工作実施方条》

《挙夫市建筑陶発行上全ilt程 生声監督管理工作方条》,釈板

升晨建筑陶発行立全 EIt程 生声監督管理、陶発行上 “煤茨

気"及
`1早

退出和提升整治工作。釈板升展国区集中供熟項

目建没工作,全市已形成用熱需求的工上国区 (集衆区)共 8

企,已建咸 5今 ,正在虐勁建没 2企 ,已升晨前期工作 1介。

三是カロ張面源汚染控制。芦格執行 《声末省建没工程施

工栃全汚染防治管理亦法 (拭行)》 《挙人市物全汚染防治条

例》,落共 “6企 100%"要 求,片格施行 “一不准逃,三 不

准出"管理。升晨港上近輸寺項整治,出 合 《港上近輸行立

管理亦法》,建立管控台敗 ,逃行清単化管理。深入升晨城

市清浩行功,提升道路保浩わ管夕水平。落美属地上管責

任,片格接照国格化上管要求,成 立 9介寺項巡査俎加張露

夭交洗,印 友畑花瀑竹禁限放公を,依法査交露天交流わ燃

族畑花瀑竹等逹法行力。

四是汗控移勁源羽卜放。建成精准高妓的智慧交通管理体

系,完善城区不路通行条件 ,all定 井/AN布 禁上重型近輸牟柄

通行的区域和叶段,科 学制定重型逐輸牟柄塊城 il■ 行路銭 ,

仇化交通錯莉,保障ila路交ミ有序、安全、物il■ 。加大屯勁

/AN交 率使用率,全市/Ak交 屯勁化送rl1 82%。

4。 打好碧水攻堡哉

深入実施 《挙仄市水汚染防治行動十allェ 作方集》,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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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保好水"寺 “治差水"井重、治汚城‖卜和生恣ケ容井

重、流域塚合整治々控制単元治理井重,堅持 “系坑治水、

多源共治",充 分友拝河K制 制度仇勢,水不境反量吹善取

得新突破。地表水省考断面妹合指数祥名持致保持第 2名 ,

2018年 、2019年 妹合指数分男1カ 3.45、 3.26,妹 合指数分

男1下 降力 1.82%、 5。 44%。

一足加張仇良水体保ナ。カロ張西江、北江、賀江等大江

大河千流挙夫段水体保夕,出 合 《挙夫市不迷林水体迷林方

案》《挙夫市汚染河涌寺項整治工作方条》,全面実施 “桂四

作成",碗 保迭林断面水反ス交好不交差。実現了西江交接

断面水反 100%迭林,全市集中式使用水源地水反迷林率持

致保持 100%,有 数保障了挙大和与港漢大湾区人民群人的

鉄水安全。

二是推功流域妹合治理。全面推行 “河 (涌 )K制 ",

市党攻一把手分夕1担任第一恙河く、′き河K,張化落美市晏

慎村四坂河K分坂責任制,カロ張 “一河一策"治理.落実了

全市境内 247条河流、1座 湖泊、742企 山塘、496座水庫

的河 (涌 )掟責任人 1426名 。2019年 ,青 岐涌水反迷Fll地

表水 HI炎林准,独水河高新区段完成生恣修隻。

三是打好欽用水水源地保夕攻堡哉。力か快完成水源地

保夕区逹法項 目清理整治任券,2019年 我市及 nt打 噛使用

水水源地保夕攻堡哉,成立寺項工作姐,印 友 《限期保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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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完成姜坂使用水水源地不境保学同趣的ミ知》《牙展挙夫

市姜坂集 中式次用水水源地不境保ク寺項行功督査的通

力》,逃一歩明碗整治方向、整治林准,加 張技木指早,升

晨咲合督早和駐点督亦,大 力推逃次用水源保学区 “all、

立、治"工作,2019年 9月 庶掟前完成 67企不境同題整茨

任券,同 時完成了全市 17今鉄用水水源保ナ区的調整工作。

5。 根机土壊汚染防治

釈板牙晨上壌汚染状況調査工作,配合省坂部 11完成全

市友用地 1949企 土壊祥品及 630企水声品祥品的釆集寺流

特,井及叶完成市、晏西坂数据咸呆交接工作 ,完 成全市

454企重点行立企上用地的基拙信息調査和八隆備査。加張

土壊汚染源共控制。片格建没用地准入管理,建立疑似汚染

地埃清単,井 実行動恣更新,不 断完善、規疱我市汚染地決

升友利用上督管理制度。科学会面推逃水用地分美管理和相

美拭点項 目。裁至 2019年年嵐,我 市未友現建没用地汚染

地決 ;已 完成受汚染耕地安全rll用 和肝格管控面釈迭 2.26

万言,完成年度任券目林。

6。 楽焦硬件短板 ,加張不境基拙没施建没

一是加張汚水管国建没。加快実施城慎生活汚水炎理

“十二五"規刻,2018年 至 2019年 ,我市新増城市 (晏城)

汚水管国力 434.28公里,鎮坂汚水管回釣 245。 63公里,茨

造老 |口 管回 30。 43公里。釈板升展城市汚水管口接管入ロ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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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全力解決部分已建汚水充理戸配套管国不足、抽取河涌

水炎理、汚水 ll■ 集率低或宣‖卜汚水同趣 ,2019年 ,我 市汚

水炎理戸逃水化学需氣量 (COD)年 平均液度迷至1110.52

竜克 /升 。

二是完善村慎汚水交理没施。全市 92企建制慎,52企

慎已建汚水先理没施,覆蓋率力 55。43%,其 中単独建没没

施的有 46企慎,5企慎熱入其化城慎没施;未定成汚水炎

理没施力 41企慎,已 勁工的慎 21企 ;全市 2882座水村汚

水炎理没施建没任券 ,日 前建咸 1610座 ,水村生活汚水炎

理率得Ell提 升。

三是増張生活泣坂炎理能力。2018年 、2019年 分力1建

咸四会不保能源熟力友屯戸 BOT、 挙人不保能源友屯項目;

接要求完成了樵人晏生活泣坂填埋坊 (二 期)提反茨造エ

程,新増生活泣坂元字化炎理能力 2500叱 /口 ,全市生活

泣坂史理能力得Fll有 数提升。

(二)亦理好信謗件 ,解決人民群▲合理折ネ

カ秋板口泣人民群余美切,我 市対省第二不保督察姐交

亦的 204件 信サ件微至1“ 同赳交亦不辻夜"、 印力印茨、立

行立吹,碗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口音。同時,対亦理辻程

中打書扱隻信労人的友現一起、査炎一起,免不姑息。省督

察俎交亦的 204件 信労挙扱条件 已子 2018年 1月 全部亦

錯,其 中賣今整茨 80家 ,立案交蜀 50件 ,蜀 款 126.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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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8-2019年 全市共出功不境執法 46381人 /次 ,

栓査企立 18921家 /次 ,立 案査炎不境逹法行力 909宗 ,

行政炎蜀不境逹法条件 1041宗 ,炎 蜀金額 6463.45万 元 ,

全市共実施接 曰汁蜀条件 6宗 ,査封条件 221宗 ,実 施限

声停声条件 8宗 ,移送/Ak安 炎理条件 121宗 。

(四 )張化信息/Ak升 ,提高群A奔晩率

力提高人民群炎的満意度,菅 造会社会推勁不境保タエ

作的内生助力和波厚気曰,我 市定期/Ak布 督察整茨工作重要

信息,主 勁友布群企美」む的整茨同通信息,自 党接受人民群

A上督。在挙人屯祝台、《西江曰扱》等媒体升没寺程,在

市政府 11声 回靖、市不境局図靖、“録色挙夫"微信/ANA号

等牙辟了中央不保督察整茨寺社,高頻度、多角度宣侍不保

督察和整唆工作。日前,各炎媒体公升不保督察整茨工作逃

晨信息 322篤 (次 ),屯祝播根 116次 。実施不境汚染有失

挙扱制度,主 功/AX升 各地不境汚染投訴渠ilt,勁 貝社会各界

共同参考不境管理。

二、存在同題

我市落実省不境保夕督察整茨工作取得了除段性咸数 ,

但併存在一些同題 :一え部分地区整茂テ任落実不Fll位 。例

女口:企力1整 茨責任主体対整茨任券分工透不能対号入座、主

勁汰頷 ,整 茨工作秋板性不眠。二足杢男1日 麺整皮演量不

高。例女口:省 不境保学督察虹交亦的 204件信労件二已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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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但併有少数 “硬骨共"条件出現再次投訴的情況。二足

友墜克准能力不張,整茂亦法不多。例如:今力1地 区在村慎

汚水炎理没施建没、管国建没等重点、淮点同趣整茨方面 ,

快乏右戒推逃,整 茨邊晨較慢。

三、下一歩工作安‖ト

我市格堡決貫御落美党中央、国券院的決策部署及省

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牢 固村立和全面践行録水青山就足

金山薇山理念 ,戸格接照省不境保ク督察姐的整攻要求,切

共増強使命感、責任感和米迫感,以 更高要求、更芦林准、

更美挙措,逃一歩全力机好落共省不境保夕督察整茨工作 ,

加快稔1建 国家生恣文明建没示疱市。

(一 )勿実落実整茂主体テ任。深入貫物ヨ近平生恣文

明思想,全面落美全国、省生恣不境保夕大会精神,切 実把

思想わ行動坑一rll中 央美子生恣文明建没工作部署上未,提

高政治靖位,圧 実生恣不境保夕 “党攻同貴、一関双賣"エ

作責任,把 落共省不境保夕督察整吹工作作カー項重要政治

任券,不 折不枷机緊机実机好,墜定不移走録色友晨え路 ,

全カタ好肇夫 “生恣美"。

(二 )螢決落実ヤ夫不保督幕整茂任芥。汰真対照整茨

台敗逐条落実、逐一硝号。対己完成整茨的 8項任券不断現

固カロ張,碗保物庶整茨不反弾;対村慎汚水炎理没施建没愛

慢,端州区第一、第二汚水炎理戸和高要新析城慎生活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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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理戸等抽取河涌水、煤友消費戒量控制任券重等整茨任

券,明 碗整茨路銭国、lll同 表,圧 実整唆責任,落央整茨措

施,碗 保接叶完成整吹任券。

(二 )全力お好汚染防治4墜哉,準勁不境演量持銭茂

善。推逃完成陶発行立 “煤攻気"わ紫型升坂、35叱 以上

燃煤鶴炉起低劇卜放茨造 ,“ 一企一策"宗 合整治 VOCs企

立,現 固 “散乱汚"整治成果,全面推行屯功/AN交 牟,碗 保

2020年我市城区空気反量 PM2.5迷刻 35亀克 /立方米及以

下,AQI迷林率迷 90%及 以上,空 気反量恙体改善;堅持

“系坑治水、多源共治",全面落実河K制 ,重 点整治西江滑

銭汚染水体 ,碗保省考以上断面水反 100%迷林。完成全市

1800多 企泉用地上壊点位汚染状況洋査わ 361家 重点行立

企立用地基拙信息調査及八隆茄査工作,実行友用地分美管

理,推逃工上汚染地決安全rll用 和治理修隻,碗保上壌不境

安全。

(四 )強化督共同テ。成立中央及省不境保夕督察整茨

硬任券工作寺班,抽凋立券骨千集中亦/AX,実 行寺人々事寺

亦,建立工作台敗、清単凋度、硝号管理、踪合協調、督査

督亦等工作机制,碗保整茨工作全面完成。対整攻辻程中部

署不力、不作力、慢作力、乱作力,存在表面整茨、虚仮整

攻、敷行整茨和逹法乱先等同趣,一律移交先栓上察机美 ,

片粛追賣,渉及逹法行力,移交司法机美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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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肇夫市貫物落美声末省第二不境保夕督察姐督察

債意几具体日趣整茨逃展情況清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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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肇庚市貫初落実声奈省第二琢境保押督察狙

督察反債意見具体同題整政逃展情況清単

一、生恣不保意惧有待加張。部分頷尋干部尤其是基展

頷尋干部対社会主文生恣文明現和新友展理念的内洒頷会不

憾深刻,対生恣琢境的板端重要性、不境同題治理的紫迫性

快沢不憾到位 ,生恣琢境保抄工作出現 “上熱、下冷"的被

助局面,述存在姪済友展与生恣琢境保伊不跡凋的同題。有

的飯尋干部只快双到不境治理的長期性,忽略了紫迫性,存

在畏准情鰭,推逃生恣琢境保抄工作逐不鯵堅決有力。有的

領尋干部道分張調客現因素,不善干創新工作思路方法,致

使―些突出的琢境同題没能得到及吋有数解決

整茨期限:立行立茨、長期堅持。

整唆邊晨 :迷 Fll序 叶逃度,持致推逃。

(一 )把 ヨ近平生恣文明思想幼入飯早千部教育培〕1重

要内容。2019年 ,在 市委党枝晏炎坂飯早千部、多慎 (街

道)党 (工 )委ギ泥、晏 (市 、区)宣局長、青年千部以及

市宣机美科象/Ak券 貝等有夫培)1班次中没畳ォ近平生恣文明

思想寺題深程 ,培 )|千 部 300多 人次。2019年 8月 11日

至 19口 ,在 浙江大学挙亦多村振米寺生恣文明建没寺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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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 ,培 )|た 、科坂千部 52人次。同Ht,依礼省千部培ツ|

国絡学院究鉄声大千部升晨在銭学オ,深入学コ飯会可近平

生恣文明思想。

(二 )強 化倣好生恣不境保夕考核激励。近年末,力 全

面推選挙仄市生恣文明建没,市委、市政府不断強化生恣不

境保夕考核激励,堅持格資源消耗、不境板字、生恣妓益等

生恣文明建没有美指林納入地方党政飯早班子工作宗合考汗

指林体系,不 断促逃全市盗沸社会人寺自然わ諧友晨。

(二 )定期向 “録色肇夫"公 A号 わ国靖友送不保行政

丈罰典型条例ill行 “以案粋法",井通ilt_印 ギ和微祝頻等形

式,宣侍新不保法和新不保法執行的典型条例,使 /ANAわ企

立如晩 “史上最芦的"新不保法的威力。

(四 )カロ張全市不保千部能力未反的培赤。市生恣不境

系坑通辻 “二会一深"“第一袂趣"“主趣党口"等形式,格

コ近平生恣文明思想侍迭所有飯早党ス千部 ,2018年 至今

共邊清寺家教授捕早 4次 ,Fll大 学寺上培ツ11次 ,Fll企 上、

社区法律宣沸活動 10坊 ,姐 鉄 “六工"世界不境 曰宣侍活

動 2次 。

二、飲用水水源地達法建没項目同題突出。九坑河水

庫、銀江貞山水

「

和四会水

「

、北江大旺区白沙炊用水水源

保神区内余多工並企上、餐欽項目例在正常生声姪首。杯集

具自 2016年友生中洲鎮稀土倫采事件尋致中洲河水反昇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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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相美部門至督察逃駐結東側未遺行生恣修隻或采取有数

防伊措施,炊用水水源安全存在板大隠患

整吹期限:立行立吹、持致整茨,2019年年嵐。

整茨逃晨 :已 完成。

(一 )根据 《挙夫市集中式使用水水源地不境保夕寺項

行動方業》要求,九坑河水庫欲用水水源保夕区内的不境逹

法逹規同題 已在 2018年 11月 嵐完成清理整治。象江貞山

水戸和四会水戸、北江大旺区自沙鉄用水水源保夕区内的不

境逹法逹規同赳已在 2019年 8月 底完成清理整治。

(二 )挙夫市姜坂使用水水源保夕区調整方案,已 荻得

省政府批隻。

(二 )杯集姜中洲慎三咲村稀上倫釆点的生恣修隻工作

已完成 ,自 2018年 至今 ,杯集姜未友現倫釆盗采稀土す姿

源it法行力。

三、杯集析共燕岩地債地貌省級自然保伊区例存在達規

牙友旅済活動。封牙具七星頂和声宇曇深坑自然保伊区内存

在走規申批水屯姑的同題

整攻期限:立行立茨、特象整茨。

整茨逃晨 :迷到序叶逃度,持裳推逃。

(一 )杯集晏已折除析共燕岩省坂 自然保夕区内的旅滸

没施,停止了自然保夕区内的旅済活動。

(二 )片 宇姜已完成需退出的人坪屯靖没施姿声坪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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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ネト僕方業上扱晏政府常定,姜司法部 11正在研究提出美

停執法意几,其余 6企需整茨的水屯没施,全部完成了生恣

流量上測没施配装。封升晏已完成高共浪、鍮色わ河晩屯堵

没施的退出,需 整茨的水屯没施全部配装生恣流量上測没施 .

四、生恣琢境保伊取責落実不鯵到位。部分生恣琢境保

伊工作存在取責不清、推矮祉皮現象

整吹期限:2019年 6月 庶。

整吹逃展:已 完成。

印友了 《挙皮市不境保夕 “党政同賣、一閃及賣"哲行

亦法》,針対各地各部 11在 駅能中渉及不境保夕方面的駅責

逃行厘清,選一歩切実圧美各地属地管理責任,光一歩落美

各部 11的 監督管理責任,形成党攻同責、一関及責、枚責明

晰、芥机共管的工作机制。

五、肇庚市汚水管同建没存在多共管理、取責不清、分

工不明的向題。端州区汚水管回既有区政府也有市有美部 l可

負責建没 ,市象展面又有市水勢局、市公路局、市代建局、

市住房城多建設局等多↑部 l可 建設管理,銃等力度明昆不足

早致汚水管阿建没戸重滞后 ,断共管和 “最后―公里"的河

題十分普遍

整茨期限:2020年 年庶。

整政逃晨 :EItFll tt II逃 度,持致推逃。

(一 )印 友 《肇友市雨汚管国建没実施方案萱挙夫市

―-  18  -―



“十三工"城市生活汚水炎理没施建没実施方条》,明 碗各地

各部日汚水管口建浚責任,カロ張全市汚水管国建没。制定

《挙夫市住房わ城多建没局美子 2018-2020年 端州城区雨

汚分流初歩建波汁lll的 撤告》,カロ快推逃城区汚水管国建浚

地皮。

(二 )加 快推邊端州区城 区雨汚分流管国建没 ,2018

年、2019年 分男1建 成汚水管国 64.4/AX里 、30.09/Ak里 ,累

汁建成汚水管国 94.49/Ak里 。

大、考核同責体系不憾完善。肇庚市対具 (市、区)党

政領尋班子工作鯨合考坪中,生恣不境考核分値枚重偏低 ,

明塁低干 《声奈省市庁級党政頷尋班子和飯尋干部落実科学

友展双坪倫指林体系及考核坪愉亦法 (武行 )》 的要求。指

標没畳相対局限干水、大気汚染防治和不境執法方面,未着

眼干資源保伊、宣居耶境、録色低破等生恣琢境展面。考核

同責落実不到位。部分具 (市、区)未能状真貫御執行生恣

損害責任追究制度,対責任追究不鯵肝、不じ深 ,尤其是同

責主要停留在通報、釣淡展面,尋致生恣琢境保伊責任和圧

力未能真正倍尋到基展

整吹期限:立行立茨、持袋整茨。

整攻逃晨 :iltrll序 叶逃度,持象推逃。

(一 )印 友実施 《挙夫市 2018年度各共 (市 、区)、 功

能区党政飯早班子工作珠合考坪方案》わ 《考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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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根据 “一核三板一区"的 友展定位 ,不 同区位日 ,

釆用不目的分値 占比形式,更好促逃不同区位的社会笙沸友

展和生恣不保工作的協同,印 友実施 《2019年度肇人市各

姜 (市 、区)、 功能区党攻頷早班子推功高反量友晨差昇化

妹合考汗方案》。

(二 )貝 活釆取飯早桂点咲系、 日常督早、そ項巡察等

多紳方式,選 一歩圧実各地各有美部 11生 恣不境保学責任 ,

井格圧力逐坂侍早Fll基 晨;結合基晨正八反腐三年行動,大

力整治汚染防治 “二大攻堡哉"和 生恣不境保ナ飯域 “力官

不力"以 及形式主又、官僚主叉同題 ,井 切共机好整茨落

共;第合主趣教育寺項整治,机好人気、水等頷域整治エ

作,井及 lll向 社会/Ak布 整治成果。

(三 )芦 格貫御落共 《肇疾市党攻頷早千部生恣不境板

字責任EIE究 制度》,先栓上察机美已落実省坂不保督察虹移

交挙夫市生恣不境損害責任追究同趣有美炎理意几。2019

年以来,挙夫市同責炎理生恣不境保夕頷域案件 12宗 ,給

子党先政弁充分 21人、江鉄炎理 14人 。

七、不境監管能力較力薄弱。生恣不境監管能力与実踪

需求差距較大。執法机拘不健全,是珠三角地区唯――↑尚

未成立寺 l可 机功車‖[汚監管机杓的市。琢境挽法能力戸重不

足 ,全市在関不境机法人員収 67人 ,在珠三角 9市 中最

少,工並企上較多的端州和鼎湖不保分局各収有 3名和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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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境執法人員,4↑山区具不保局各仮有 4至 9名郵境執法

人員。市、具両象財政投入和保障不足,生恣不境保伊挽法

和性mll装 各技木水平落后 ,“小島拉大牟"現象十分普遍。

多鎮―級普遍未没立琢保机杓 ,生恣琢保監管快乏択手,不

利子凋助鎮級政府落実属地管理責任的主助性和釈檄性

整次期限:持銭整茨。

整吹邊晨 :迷 rll序 叶逃皮,持致推逃。

(一 )整合相夫部 11的 生恣不境保夕管理駅能,机詢吹

革中重新姐建肇人市生恣不境局,井子 2019年 1月 7日 桂

牌近行。在市生恣不境局没人気不境科 (机効率引卜気汚染防

治科),そ 11久 責虹駅実施机効率‖卜気汚染 1/t治 工作。全市

姜坂分局増加人員端制 51名 ,在 市坂浚生恣不境保夕妹合

執法支仄,在姜坂没生恣不境保夕妹合執法人仄。

(二 )瑞 制完善挙夫市生恣不境部 11垂 茨方案。根据

《中共片末省委亦/Ak斤 美子印友 〈片末省生恣不境机詢上測

上察執法垂宣管理制度改革実施方案〉的I知 》(与 亦友

〔2019〕 5号 )、 《中共片末省委印友 〈美子深化多慎街道体

制改革完善基晨治理体系的意几〉的逍力》(与友 〔2019〕

27号 )精神 ,似 没立多慎 (街道)生 恣不境保夕亦/Ak室
,

在多慎 (街道)変沸友晨亦/AN室 カロ桂牌子,明 碗承担生恣不

境保学取責的机詢和人員。

(三 )カロ張不境系坑財券資金預算坑寿和凋控,提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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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不境上管能力,科学、合理、有数地使用不保寺項資金。

人、2016年全市建筑陶姿行立、印染行立、水泥行立、

造象行立、屯鍍行上、有色金属冶煉和圧延加工並等六大高

耗能行立声値力 1436.34Z元 ,占規模以上工並患声値的比

重力 35.5%。 2016年高技木制造土増加値力 66.644Z元 ,占

全市規模以上工止増加値的比重力 7%,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20。6↑百分点。2016年笏象上、造象和織制品上、金属制

品上、食品制造上、医萄制造上、有色金属冶煉和圧延加工

上等六大水汚染行立声値占規模以上工立思声値的比重カ

27.2%,但慶水排放量却占全市工立企土慶水排放患量的

73%。 工立布局主要集中干城区主尋風向上風向的末南片

区,没有充分考慮核心城区 “荷包式"地形容易声生大気汚

染緊敏数庄,陶資、熔鋳、電力等大気汚染行上大部分布在

鼎湖区、高要区和四会市等地,形成全市鯛顆粒物、二氣化

硫和気氣化物等汚染物的主要排放源,使鋼顆粒物、臭氣隻

合汚染、区域性汚染的治理准度随着生声規模拡大不断加大

整唆期限:立行立攻、持致推逃,2020年年底。

整茨辻展 :EIE至1序 叶逃度,持象推逃。

(一 )釈 板 升 晨 《肇 皮 市 国土 杢 同 恙体 規 刻

(2019-2035年 )》 端制工作,明 碗主体功能分区、声立空

同布局、不境保ク等規刻内容,力 今后城多机tll管 理わ相美

項目建没提供法定依据利技木支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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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年 、2019年 印友了 《美子推功侍坑低数声

立itl出 和整治提升工作方条》,推勁印染、屯彼、造妖、制

革、日体友井物加工fll用 、冶燎等六大行立告坑低妓声上ilL

出和整治提升,2018年 、2019分男1完 成曰林清単整茨企上

419家 、39家 ;洵 汰 8台 不符合高汚染燃料禁燃区要求的

燃媒鋼す。

(三 )曰 晩 “一晏一核 Jむ 国区"′は体布局以及 “一主西

輔"的 声立模式,推勁国区集楽友晨,全市工上国区累汁完

成新牙友及盤活用地面釈 15300。 1言 ,完 成年度 曰粽任券

(15000吉 以上)102%。

九、奈南片区小金属加工等行上 “散乱汚"企上食多 ,

且主要集中在高要金利鎮、四会南江工上国等西江、北江干

流滑銭

整吹期限:2020年年底。

整茨逃晨 :迷 Fll序 叶逃度,持袋推逃。

(一 )印 友 《挙夫市 2019年 推邊侍坑低数声立退出わ

整治提升工作方案》,由 塚合整治工作飯早小虹俎咸瑛合調

研姐,定期姐鉄対各晏 (市 、区)牙展現場督査工作。

(二 )2019年 9月 完成了全市 “散乱汚"工立企立 (場

所 )鰊 合整治清単 曰林任券 691家 ,完 成率 100%。 其中 ,

美岡取錆、整合搬 ilt、 升坂茨造 “散乱汚"工 上企上 (坊

所 )分力1是 425家 、79家 、187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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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市共有遺口慶物加工利用企並 139家 ,占全省思

量的 20%;2016年遊口慶物量 125万嗜,占全省遊口思量

的 23%;息体管理比較粗放,部分企上暗‖卜倫排、固慶危慶

借存不規苑,存在較大琢境風隆

整茨叶限:立行立唆。

整茨逃晨 :迷到序叶ill度 ,持裳推逃。

(一 )戸格執行国家邊 口友物政策。2018年全市供有

13家企立荻得国家批准固体疲物キ可 ,共 十荻批 7.27万

叱,実 昧逃口3.43万 叱,荻批及実昧邊 口量大幅減少。

(二 )2019年 7月 1日 芦格落実調整逃 口疲物管理目泉

的 《/AX告 》(2018年 第 68号 ),対提出申清的企立カロ大政策

宣賃,戸格資料常核、現場粒査等工作,八芦炊緊出具上管

意几。

(三 )が 大逃 口友物カロエfll用 企立的執法栓査。2019

年,オ全市 25家取得逃 口疲物寺可江的企立升展了全面核

査,哲未友現iFt法行力。

十一、四会市、鼎湖区畜禽界殖汚染同題芦重。据調

査,至督察遊駐結東四会市共有生猪場 4300↑ ,生猪存桂

量 85万余共。鼎湖区共有生猪場 2200↑ ,生猪存桂量

100万共。再区大部分規模化的生猪弄殖場以及大量的生猪

界殖寺並声、散声 ,没有亦理郵保手鎮 ,没有任何治汚措

施,近 80%規模化的生猪界殖場未配套任何治汚没施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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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直接‖卜入負塘或附近河涌 ,河涌友黒友臭的情況十分普

遍,威跡西江炊用水水源安全。鼎湖区新巽涌、夢隠涌、ス

水涌等 7条河涌流域内生猪存桂量速 60万共,受界殖汚染

影胸水体黒臭明昆 ,整治遊展滞后 ,大量汚水宣‖[遊入西江

干流,形成明昆的汚染帯,対西江水辰造成較大影胸。四会

青蓬渠受弄殖汚染水反力劣 V美 ,四会市大沙鎮隆島村大

量生猪弄殖場慶水倫‖卜入隆島一支渠流入袈江,対北江支流

銀江戸生較大影胸

整茨期限82020年 年庶。

整茨逃展 :迷 Fll序 叶逃度,持裳推逃。

(一 )裁 至 2018年 5月 ,/Fl湖 区和四会市依法清理逹

法畜合赤殖場共 9839家 。

(二 )青蓮渠水反得到明丘改善,2019年′き緋年均値同

叱 2017年 、2018年分男1下 降 33.8%、 68.5%。

十二、禁弄区内畜禽弄殖場的清理工作不御底 ,部分禁

弄区内側存在畜禽恭殖場。被清理道的禁弄区表現有隻弄現

象,其中四会市有隻弄 20声 ,青蓮渠附近成片禽畜赤殖場 ,

井存在新建赤殖場

整政期限:2018年 6月 嵐。

整茨逃晨:已 完成。

(一 )2018年 6月 庶前依法完成清折わ栓査詮 ll■ 逹法育

合赤疸坊 5580家 (合 四会市免赤 20声 わ青蓮渠附近逹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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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畜赤殖坊)。

(二 )力 1/t止 禁非区内的畜合赤殖坊死友隻燃的現象 ,

四会市各相美部 11咲合各慎街工作人員対四会市格区内清折

逹法赤疸場逃行巡査。

十二、肇庚高新区北江白沙一象炊用水水源保伊区未刻

入禁弄区茫日,咳水源保伊区内側有梁瞭先弄殖場、銭以張

弄殖場等 4家畜禽弄殖場

整唆期限:2018年 6月 嵐。

整茨逃展:已 完成。

挙皮高新区自沙一坂鉄用水水源保夕区 4家赤痘場已子

2018年 6月 全部依法折除,井格水源地保夕区刻定力畜合

赤殖禁赤区。

十四、能源結杓調整肝重滞后。肇庚市能源消費例依頼

子煤炭 ,一次能源煤炭消費患量占能源消耗患量的比重不降

反升 ,2016年 占比速 43.9%,返高干 2010年 的 32.22%。

煤炭減量控制工作戸重滞后 ,省政府分解下迷 “十二五"目

椋任勢一年半后 ,肇庚市オ格任努分解到各具 (市、区),

且未按省政府的要求分解到重点用煤単位。四会市、声宇

具、封牙具、肇庚高新区例未按照 《珠三角地区煤炭消費減

量替代管理工作方案》的要求格煤炭患量控制目椋任努分解

落実到各重点用煤単位 ,也未対用煤増掟道快的企上述行預

書調控。肇庚市和大部分具 (市、区)未完成 2017年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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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量控制目林任努

整攻期限:立行立茨,2020年年底。

整茨逃展 :迷到序叶辻皮,持象推ilL。

(一 )2018年 印友了 《挙夫市煤友消費城量控制管理工

作方案 (2018-2020年 )》。2019年 4月 申友了 《美子下ill

2019年肇夫市煤友消費戒量控制曰林的通力》,錯合全市陶

発企上退出紫型升坂工作,格 2019年煤友消費控制曰林重

新分解下迷rll各地、各重点企上,各地同歩分解曰林任券rll

耗煤企立。

(二 )挙夫市 2018年 能耗 “双控"数据均控制在省下

迷的目林任券内,自 汗分力 99分 ,4省核定通扱,排全省

第二名,力起額完成等坂,井 已完成対各地市能曰林責任坪

介考核。

(三 )力逃一歩圧美各地 曰林任弁,対全市能耗 “及控"

指林和煤友消費控制 日林完成情況逃行了通扱、提醒、督

査、釣淡。2019年 全市媒友消費恙量釣力 645万 叱,有 去

年同叱下降釣 52万 叱,起額完咸了省下迷的年度 目林任券 ;

全市単位 GDP能 耗下降 3.48%,能 源消菱恙量同比増加

26。76万 叱林准煤 ,均 控制在省下迷的目林任券内;全市元

核准或各茉声能片重辻剰行上的新増声能項目和耗煤項目。

十五、工並源汚染治理力度不憾。肇炭市陶資、崚璃、

水泥熟料等行立企立数量較多、排放量較大 ,但 10蒸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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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燃煤鋼炉整治完成率仮 40%,陶盗企立提椋改造完成率

仮 44%,且密炉慶気汚染企上治理技木水平落后 ,超椋排

放現象吋有友生

整政期限:2018年 年庶。

整茨邊展 :已 完成。

(一 )`1友 了 《挙夫市人民政府印友美子推勁侍坑低妓

声立退出わ整治提升工作方案的通 all》 ,対 印染、屯彼、造

妖、制革、固体友井物加工不1用 、冶燎六大侍坑低数声立央

行 美停 退 出和 整 治 ,已 完成 419家 ,占 曰林 清単任券

93.53%。

(二 )対陶発声立実施不境保夕全辻程豊管。印友実施

了 《挙夫市 2018年 陶奇企立引早ill出 和妹合整治工作実施

方案》《挙夫市建筑陶発行上全辻程生声上督管理工作方

案》,釈板升展建筑陶発行立全辻程生声監督管理、陶発行

立マ1早 退出和提升整治工作。

(二 )全市 10蒸 叱以上燃煤鋼サ企立已子 2017年年嵐

全部安装在銭上控,井碗保上淑1数据接規疱上侍。

十六、揮友性有机物 (VOCs)‖卜放企土治理例需加

張 ,“―企―策"落実不じ到位 ,尋致 2017年肇庚市臭氣

年均液度力 158微克 /立方米 ,接近二象椋准限値 ,肇庚

高新区超道二級椋准限値

整茨期限:2018年 6月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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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茨逃展 :已 完成。

2017建 咸市 VOCs上 管系坑,井 印友了 51家 市重点

上管企立名単,推逃"一企一策 “宗合整治工作,完成 21

家市重点上管企立"一企一策 "妹 合整治汗借工作,其 中包

括 17家 省重点企立。已有 9家 企立安装 VOCs在 銭上測 ,

井有不境部 11咲 国。

十七、工上国区集中供熱逃展緩慢 ,按照 《声奈省大気

汚染防治行助方案》要求 ,2017年年底前全省有用熱需求

的工 (声 )上国区要全部実現集中供熱 ,但肇庚市 10↑工

上国区集中供熱項目収完成 2↑ ,尋致工上国区内分散鋼炉

未及吋取締

整吹期限:立行立茨、持致整茨,2020年年庶。

整唆逃展 :iltFll tt III逃度,持裳推逃。

(一 )接 照国区建没集中供熱項 目的要求,全市已形成

用熟需求的工上国区 (集 果区)已 建没集中供熟項 目共 5

企 ,分力1是 肇仄高新区 (国 屯)、 四会声立紫移国区 (中

屯)、 高要金fll工 立困区 (大唐 )、 鼎湖恒泰工上国、肇夫新

区 (小 型分布式能源堵,日 前供泣学校等)。 接照困区建没

集中供熟項 目的要求,全市用熱需求的工上国区 (集 果区)

已建没集中供熟項 目共 5今 ,分夕1是肇夫高新区 (国 屯)、

四会声立紫移国区 (中 屯)、 高要金利工上国区 (大唐)、 鼎

湖恒泰工上国、肇仄新区 (小 型分布式能源靖,日 前供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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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等)。

(二 )正在虐勁建没片佛挙 (杯 集)姪沸合作区わ樵夫

姜声立紫移国区的集中供熟項目。声佛挙 (杯 集)変沸合作

区集中供熟項 目已核准,在亦理不汗、能汗常批等手致;樵

仄芸声並紫移国区集中供熟配套的天然気管銭項 目已核准 ,

在亦理集中供熟項目核准等項 目前期工作。

(三 )肇夫新区 (十 kll供 庄国区工立企上)的 与屯天然

気集中供熟項 目已碗定初歩逃址,正在升晨項 目前期工作。

十八、肇庚新区建没施工面大、重型柴油透輸牟和ヨト道

路移助机械 (推土机、糖掘机等)数量多,是影的城区鋼顆

粒物不能送椋的重要汚染源之― ,2017年第一季度肇庚新

区国控監測点坑口子靖 PM25同 比升幅速 75%

整攻期限:立行立茨、長期堅持。

整茨辻展 :迷 Fll序 叶逃度,持致推逃。

(一 )印 友了 《肇人新区建没工程施工現場物全汚染 1/t

治哲行亦法》《美子か張文明施工管理的通力》《美子カロ張倣

好市容不境整治工作的通力》等系rll文件 ,明 碗責任 ,強化

管理 ,芦格要求施工単位落共工地物全汚染 1/t治 措施。

(二 )2018年 以来 ,姐建妹合執法新区中仄姐咸巡査鉦 ,

毎日対各項目施工現場邊行巡査 ,戸房査炎逹規汚染行力。

(三 )2018年 挙仄市新区 (坑 口空気上測子靖数据)不

境空気反量妹合指数力 3。 92、 PM2.5年 日均波度力 34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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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立方米、PM10年 日均液度力 52微克 /立 方米 ,同 叱

下降 11.5%、 20。 9%、 11.9%,2019年挙夫市新区不境空気

反量保全指数力 3.66、 PM2.5年 日均波度力 30微 克 /立 方

米、PMlo年 口均液度力 45微 克 /立 方米 ,同 比下降

1.3%、 11.8%、 10%。

十九、2017年端州、鼎湖等城区釣有施工工地 248↑ ,

部分地区施エエ地未戸格落実施工現場曰蔽、砂土覆蓋、路

面硬化、洒水圧坐、牟輌沖浄、場地録化 “6↑ 100%"防

坐措施,監督栓査力度不鯵。端州区、鼎湖区、四会市和肇

庚高新区等地工地未按照 《肇庚市場坐源汚染防治規苑 (試

行 )》 要求安装祝頻監控系統 ,四会市新建鯨合学校工程牙

抱面積大、没有遮釜且提前折除了祝頻在銭監控系銃、未落

実―牟―梓的放行制度,端州区江演堤路改造工程工地部分

出入口未規苑没畳洗牟槽、未落実―牟―粁的放行制度;肇

庚大道鼎湖牌坊隧道工程提前折除洗牟槽和在銭祝頻監控没

施。根据 2017年肇庚市 PM25在銭源解析監測結果 ,肇庚

全市場坐貢献平均釣 10%,鼎湖区高速 22。 1%,揚坐汚染

同題較力突出

整茨期限:立行立茨、長期堅持。

整茨逃展 :迷刻序叶逃度,持致推逃。

(一 )2018年 、2019年 印友 《肇人市建没工地施工物

全寺項整治工作方案》《美子加張房屋市政工程文明施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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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通知》、《肇仄市住房和城多建没局美子全面規疱整治建

筑工地曰楷的緊急ミカ》等文件精神,不 断如化物全管控措

施,謳 化物全治理工作。

(二 )実施回格化、信息化管理,以 各姜 (市 、区)住

建部 11カ 上管主体,格核地所有建筑工地合理all分力着千企

国格,毎杢口格分男1落美具体上管責任人;全市 135杢面釈

5万平方米以上的的建筑工地需安装物全在銭上測,已全部

安装井接入上控系坑,各地祝頻上控正在整合中。市坂成立

24人 泣急寺項工作咲勁姐,強 化巡査和泣急栓査 ,督促エ

地芦格接照不不1気 象工作要求落美各項物全管理措施。

(三 )2018年 ,升展物全 1/t治 粒査 5227次 ,出 勁人員

14101人次,栓査工程 9996項 次。対物全汚染同趣共友出

《整攻通知ギ》544倫、《功恣十分通タギ》197分 、《停止

施工il■ カギ》72合 ,物 全逹法行力立案査炎 20宗 ,蜀 款金

額 66万 元。対未亦理施工4可 立東査充 6宗 ,判 款金額

81.6万 元。2019年 ,升 晨物全 F/t治 栓査 4170次 ,出 勁人

員 20055人 次,粒査工程 12241項 次。対物全汚染同趣友

出 《1督 茨ゴユタコギ》741粥か、《勁ズヽわタトJユ タロギ》2310と ,《準計

上施工通カギ》121分 ,立案査炎 24宗共罰款 87万元。

(四 )挙夫城区 2019年 顆粒物指林改善明ヱ,PM10、

PM25同 比分力1下 降 4.0%わ 11。1%,茨善幅度分男1排全省

第 4名 和第 2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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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稽粁露天焚焼同題依然存在

整吹期限:立行立唆、長期堡持。

整茨逃晨:迭至1序 叶逃度,持袋推逃。

(一 )2018年 ,印 友了 《肇疾市人民政府亦公室美子印

友挙夫市 2018年度水作物結行妹合不1用 わ禁燒工作方案的

ill知 》《挙人市人民政府美子芦禁露天交燒結粁、泣坂等可

燃物的通告》《挙皮市禁止露夭交沈稚粁督早工作方条》。倣

好了各地結粁粉卒迩口、腐熟迩口等妹合rll用 工作,稿行妹

金利用迭 85%;2018年 5月 、11月 已分力1印 制結行禁燒和

妹合rll用 宣借海撤,2018年 9月 25日 至 12月 31日 ,咸

立 9企巡査督早虹,分赴各晏 (市 、区)現場督早奈燒エ

作,累 汁派出率柄 475台 次,出 勁執法人員 1641人 次,現

場友現炎理露天交溌点 469今 ,冒 黒畑点 54今。

(二 )2019年 印友了 《2019年 挙皮市城区露夭交流管

控工作方案》《肇夫市禁上露天交沈結粁巡査工作方案》。落

共晨坂責任,制 定工作台敗,実行常恣化執法巡査,城 区共

友現井制止 (訃又)生 物反露天交沈汚染 208宗 ;2019年

7月 成立 6企結粁禁溌督早虹分た各地升展巡査工作,共巡

査 134天 ,出 勁牟柄 609台 次,派 出巡査人員 1986人次 ,

友現井史理露夭交流点 1385杢、冒畑点 55企。

二十一、肇庚市屯助公交牟保有量力 144柄 ,仮 占全

市公交患数的 16.3%,逸低子珠三角地区 40。8%的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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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気氣化物排放量較大的液化天然気 (LNG)公交牟保

有量力 415輌 ,占全市公交息数的 46。8%,逸高干珠三角地

区 26.6%的平均水平 ,是肇庚市二氣化気 (N02)液度高

的重要原因之―

整茨期限:立行立茨,2020年年底。

整茨逃晨 :Eit到 序叶逃皮,持致推逃。

2018年 ,挙仄市共新増先屯勁/Ak交 年 356柄 ,/AX交 屯

勁化力 55。2%,完成了当年 50%曰 林任券;2019年 ,新増

屯勁/AN交 牟 128輌 ,/AN交 屯勁化迷到 82%,完 成 了当年

80%曰 林任券 ;日 前我市近菅的存量液化天然気 (LNG)/Ak

交年 110輌 ,十 kll在 2020年 内全部更新力先屯勁/AX交 牟 ,

実現公交屯勁化 100%,完 成恙曰林任奔。

二十二、由子市交通局、市不境保伊局没有共享首透牟

輌数据 ,没有形成工作合力,対全市菅返牟輌不保監管不到

位,尋致超載、超限、帯泥上路、滑途遺撒、冒黒姻的情況

較力突出

整茨期限:立行立茨、長期堅持。

整茨逃展 8迭至1叶序逃皮,持象整茨。

(一 )市交通局毎月接叶格上 1企 月新増的菅通貨牟数

据抄告給市生恣不境部 11,形成数据共享。

(二 )2018年 ,市交通局出勁執法人員 5770人 次,査

交港土近輸キ逹法逹規行力 327宗 ,其 中栃全物撒案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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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瑛合/Ak安 交警升晨状合治起行動 304次 ,IFX合査炎港土

牟赳限/14載 条件 239宗 。

(三 )2019年 ,市 交ill局 出功執法人員 7046人次、執

法牟柄 2251年 次升展路面物撒執法整治工作 ,栓査牟柄

6050率 次,査丈港上近輸率逹法逹規行力 240宗 ,其 中物

全物撒条件 18宗 。市相美取能部日升晨咲合行動 715次 ,

出劫咲合執法人員 7290人 次,出 劫執法4柄 2430年 次 ,

共査炎起限起載条件 2220宗 (其 中路面治赳 338宗 ,ヨト現

場執法査炎辻法起限起載 1882宗 ),卸 載起限起載牟柄 325

台,卸 載貨物 9704。 2叱 。

(四 )2019年 全面打噛柴油貨牟汚染治理攻堅哉,対城

区 5企 業油近輸率柄停放地升晨突書抽粒行動,井 俎鉄公

安、交通、生恣不境部 11常 恣化升晨査丈柴油貨牟尾気起林

‖卜放行勁,共栓測率柄 3828合 ,対其中不合格的 397柄牟

柄升出責茨ギ和 6063代 4irt章交蜀。

二十三、汚水管回建設F重滞后。《肇庚市水汚染防治

行動汁剣工作方案》要求 ,2016年 全市需建成汚水管回

56.4公里,実限仮完成 26。 2公里;2017年需建成 150。2公

里,実脈収完成 111.508公里。肇庚市城区和大部分具汚水

管日配套戸重不足 ,全市毎万嗜汚水処理能力配套的汚水管

回収 7公里,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半,宣接尋致汚水処理

「

遊水液度、汚水牧集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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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攻期限:2020年 年庶。

整吹逃展:迷至1序 叶逃皮,持致推逃。

2018年 、2019年 全市新増各美配套管国 710。 34/Ak里 。

其中,2018年 新増城市 (姜城)汚水管図 270。 9公里,慎

坂汚水管回 72.7/AR里 ,茨造老 l口 管口 17.19公里,2019年

新増城市 (晏 城)汚 水管回 163.39/Ak里 ,慎 坂汚水管口

172.93公 里,攻造老 l日 管国 13.24公里。

二十四、全市超道―半的汚水処理

「

遊水化学需雲量液

度不足 100竃克 /升 (mg/L),逸低干全省平均水平 (185

竜克 /升 )。 其中肇庚市肇水汚水処理有限公司第一汚水赴

理

「

和第二汚水処理

「

以及高要区、声宇具、徳庚具、杯集

具的汚水処理

「

遊水化学需氣量 (COD)液度不足 ,返低

干全省 185竜克 /升的平均水平和省的相美要求

整攻期限:2020年年庶。

整攻逃展 :迷到序叶逃度,持裳推逃。

2019年 印友了 《挙夫市城慎汚水交理没施提反増数三

年行動方案 (2019-2021年 )》 (根批稿),逐歩llL選 挙皮

市汚水炎理投施提反増数工作,切 共提升全市汚水交理戸的

逃水波度和生活汚水集中ll■ 集率。2019年 全市城慎汚水炎

理率力 95。31%,汚水炎理戸逃水化学需氣量 (COD)年平

均波度力 110.52亀克 /升 。

二十五、汚水処理

「

直接抽取河水処理現象大量存在。

一-  36  -―



肇庚市肇水汚水処理有限公司第一汚水処理

「

和第二汚水処

理

「

直接炊以尤涌、沿山涌抽水処理,高要区新析鎮和鼎湖区

蓬花鎮、永安鎮等鎮級汚水処理

「

直接炊附近河涌抽水処理

整攻期限:2020年年庶。

整政逃晨 :iltFll序 叶逃皮,持致推逃。

(一 )2018年 、2019年 ,端 州1区 妖え涌流域 (第 一汚

水充理戸熱汚疱曰)、 井山涌流域 (第 二汚水丈理
「

熱汚疱

曰)、 分男1建咸汚水管口 6.1公里、39。 47/AR里 。力逃一歩加

張端州区汚水管国建没,2019年 10月 升始実施 《肇夫市端

州城区汚水管国特十変菅項 目》,首 期投資釣 19。87化元 ,

建没雨汚管国 124。 95公 里,預 汁子 2020年 年底全部建没

完成 ,井 牙始市第二汚水炎理戸提林サ容工作 ,十 刻在

2020年年底サ容至 11万立方米 /日 的人理量。

(二 )2019年高要区已完成十慎熱汚千管工程新析段建

没任弁,新建配套管回 7.6/Ak里 (合工上国区部分).2019

年鼎湖区已完成挙夫 (永安)工上国汚水先理戸項 目及永安

慎、蓮花慎配套管国建没任券,其 中永安慎配套汚水管回已

完成 9.8公 里 (永 安慎汚水管国可研技告似建 12.96/Ak里 ,

在項目的没汁除段姪方案仇化,在不茨交原幼汚疱目的前提

下,汚水管国建没任券K度調整力 9.8/Ak里 ),蓮花慎配套

汚水管国完成 13.43/AN里 。

二十六、封牙具老城区汚水道江管回例未建成 ,尋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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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汚水処理

「

返行負荷収力 25。9%,且汎期受水湾元法正常

返行。新建楼豊普遍存在汚水管回不配套同題 ,有近 2万名

在校JT生的声奈理工学院及周辺再↑楼量‖[放的汚水未幼入

市政管円,毎天釣 2000睫汚水宣‖[新共江

整茨期限:2020年 年庶。

整吹逃展 :迷至1序 叶辻皮,持銭推逃。

(一 )采用 PPP模式和其他建没方式,十 tll完 善封升去

新旧城区汚水配套管回建没 26。9km(其 中主管国釣 15km

(合辻江管道 1.5km)、 支管回釣 11.9km)。 裁至 2020年 1

月底,已 完成新旧城区新増配套管口 35。 78km,其 中:主管

国 13.41km,支管図 22.37km。 核項工程預汁 2020年年嵐

前全部完成建没井接入去城汚水炎理戸,通水后格大幅皮提

高汚水牧集率,同 時提高晏城汚水炎理戸的近行負荷。

(二 )声 末理工学院已建咸両套炎理能カカ 1400叱 /

夭 (毎 套 700叱 /天 )的 生活汚水炎理没施井委托第二方

逃行逐集,周 迪丙企楼盤祈福海岸及珀雨湾已分力1建咸炎理

能カカ 1100叱 /天 、3000叱 /天 的生活汚水炎理没施井通

辻不保壮 ll■ 后邊入近行,生 活汚水均姪史理后外排。男外 ,

高要区正稔歩推邊蓮塘慎水反浄化中Jむ (現名江演新城汚水

炎理戸)及其配套汚水管目的建没工作,井 已格声末理工学

院及周迪楼盤片区納入其熱汚疱曰。

二十七、村鎮汚水処理没施建設遊展緩慢。全市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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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鎮中収有 40%建成汚水処理没施 ,庁奈省城多生活汚水

処理没施建没 “十二五"規刻要求肇庚建没的 61座多鎮汚

水処理没施収牙工 12座。全市 1255↑行政村仮有 36↑行

政村建成衣村汚水処理没施。省生恣不境庁 《美干下送 “十

二五"衣村琢境鯨合整治目椋任努的通知》要求肇庚市在

2017年完成 45↑行政村的汚水、位坂鯨合整治 ,但収完成

4↑

整茨期限32020年 年嵐。

整茨邊展:迷 Fll序 叶邊度,持致llL邊 。

(一 )全市 92今建制慎,52企 慎 已建汚水先理没施 ,

覆蓋率力 55.43%,其 中単独建没没施的有 46企慎,5企慎

熱入其他城慎没施,未建咸汚水先理没施力 41企慎,已 勁

工的慎 21企 ,功 工率力 51.22%,未 功工的慎 20企 。“十

二五"規 kll要 求挙人建没的 61座 多慎汚水炎理没施,裁 至

2019年 12月 ,挙夫市共有 42座 慎坂汚水丈理戸及配套管

口已正式功工,升工率力 67%,日 前 21座 慎坂汚水炎理没

施完成建没。

(二 )全市建成村坂汚水炎理没施 1610座 。

(三 )全市 248企友村不境妹合整治曰林任弁,已 完成

190企 ,完成率力 76.6%。 汁ll1 2020年 年庶前全面完成妹

合整治曰林任券。

二十人、部分墟坂処理没施建没滞后。《声奈省落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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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第四不境保伊督察姐督察反競意見整政方案》要求 “肇庚

市力争在 2017年 内完成肇庚市琢保能源友屯項目征地、琢

坪、立項等前期工作 ,2018年 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設",

但至督察逃駐鰭東核項目例未完成逃址,預汁元法按期建成

整茨期限32018年 6月 嵐,完成施工前期工作,2019

年 9月 底,完成項 目主体工程建没。

整吹邊展 :已 完成。

2019年 9月 庶 ,完 成項 目主体工程 ,10月・it点 火凋

拭 ,12月 庶完成項 目恙体工程,2020年 1月 15日 正式投

声逐菅。

二十九、徳庚具生活墟坂填埋場―期填埋区填埋場己超

負荷返行 ,但二期工程建設滞后 ,収完成 30%工程量 ,面

皓泣坂没有出路的局面。而且 ,核填埋場辺壊防滲未完成、

滲濾液尋流管未捕没 ,尋致滲濾液未有数牧集、慶水超林‖ト

放,存在較大琢境安全隠患

整茨叶限:2019年 3月 庶。

整吹邊展:已 完成。

2018年 完成了所有項 目立項的常批手致,2019年 3月

庶完成了泣坂坂高カロ固和迪装備膜等二期 (提反政造)工程

建没項目。

中共挙人市委亦/Ak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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