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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延安

●“双随机”执法检查

近年来，志丹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
法大队以“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让生
活更美好”为己任，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
点，着力提高精准执法、科学执法、依法执
法能力，全面推进县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志丹县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近年来
积极督促油气开发企业提高环保资金投入
力度，补足补齐治污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清
洁文明井场建设。目前，志丹县清洁文明
井场建设达 98.79%。志丹县生态环境综
合执法大队还帮扶指导油气开发企业更
新、维护、规范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督促企
业开发的同时开展生态修复、生态恢复、生
态治理工作，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向好。

志丹县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坚持把
污染防治作为最严肃的政治任务，紧抓水
污染防治工作要点，认真排查洛河、周河、
杏子河等主要河流沿河两岸排污口，累计
取缔非法排污口13个。此外，还深化道路
扬尘、建筑工地扬尘、工业企业堆场扬尘、
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等

“五个专项”治理，督促建筑工地全面落实
“六个百分之百”防尘措施。加强工业用地
和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引导农民合理使
用化肥，实现了化肥减量化使用。

志丹县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把坚持
将从严执法要求贯穿于环境保护执法全过
程、全领域，以涉水、涉气、涉危废企业和群
众信访举报企业等重点行业、企业为主攻方
向，深入开展各类专项行动，严格按照环保
标准规范，对企业进行“望闻问切”，深挖细
查企业“病灶”，督促指导企业制定“治疗方
案”，强化督察整改问效，确保件件有着落，
事事见成效。今年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651人次，发现问题45个，罚款111.7万元。

夏日的志丹，湛蓝的天空，清新的空
气，绿色的山野，虫鸣鸟叫透露着勃勃生机
与活力。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生态环境
保护铁军的辛勤付出。志丹县生态环境综
合执法大队将继续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发展理念，坚决把生态环境保护记
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努力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环保力量。

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活更美好
——志丹县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李启飞

志丹县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对照“十
四五”目标及时序进度，突出抓好重点区
域、重点行业治理，综合施策、点面结合，深
入打好蓝天、清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协同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清洁取暖工作开展以来，志丹县第一
时间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动员推进会，
印发《志丹县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方案》《关
于推进志丹县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安排意
见》，落实各相关单位工作职责和任务。截
至目前，双河镇双河村、保安街道办孙岔
村、顺宁镇保娃沟门村 3个村试点工作全
面展开，西马岔供热站建设项目开工建设，
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打捆项目已向上申报，
预计三年内逐步完成改造任务。

同时，志丹县还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
度。成立志丹县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全县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退出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协同推进、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格局。对全县企业展开了梳理
摸排。开展了砖瓦轮窑集中治理，目前现
存 8个砖瓦轮窑已全部关停，并按照要求
正在逐步清除。

“散乱污”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
落后，生产管理粗放，其发展是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的，为此，志丹县制定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做好“散乱污”工业企业综合整治的
通知》，进一步完善“散乱污”工业企业综合

整治排查、整治和监管机制。对具有固定
设施、有污染排放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进
行全面部署、排查摸底、建立台账，对重点
监管企业开展常态化监测督查，坚决杜绝
新的污染排放行为，严防“散乱污”企业死
灰复燃。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饮水安全事关重大，志丹县加强了《陕
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地下水管理条
例》的贯彻和落实，持续巩固县城饮用水水
源地、旦八镇饮用水源地等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问题整治成效，定期对饮用水源地附
近及水源地环境卫生及隐患开展排查治
理。按照要求完成了对乡镇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范围的划定，已完成旦八镇饮
用水源地“千吨万人”水源保护区拉网、边
界标识标牌设立。每季度对饮用水水源
地、供水厂出厂水、管网水及末梢水水质进
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进行公开。

在重点流域治理方面，志丹县按照沟
门村、王瑶水库国考断面“一断一策”达标
方案任务要求，实施水污染防治重点任务，
实施精准治污，推动断面水质不断改善。
加大了流域水生态环境执法力度，按照《水
污染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无证排
污、随意排污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特
别对油气企业、采砂场、修理厂、洗车场等
重点行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查污水乱
排偷排违法行为。大力推进城区雨污分流

改造、志丹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等治污项目
建设。扎实推进河道“清四乱”专项整治，
按时开展河道巡查检查，对自查发现问题
进行整改。

工业生产中的“三废”（废水、废气、废
渣）及各种噪音对生态环境有着较大的影
响，为了治理污染，志丹县开展了化工行业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志丹县还结合
风险隐患排查、油气整治、入河排污口排
查、危废专项整治、双随机检查等工作，进
一步加大对石油、天然气生产及其他重点
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重点企业污染防治
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志丹县全面落实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和“四定”方针，实施行政区域用水计
划管理，对全县年度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进
行了分配，合理确定各行业、各用水户用水
计划。完善再生水利用设施，使用污水处
理厂尾水进行城市保洁、园林绿化及石油
开采注水。

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

土生万物、水泽众生，土壤是不可再
生的重要自然资源，打好净土保卫战至关
重要。

志丹县加强了固废物规范化管理。审
核上报27家产废单位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19家涉水涉渣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
理计划和4家处置企业经营年报。各医疗
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齐全，

医疗废物均按照要求交由盛源公司处置。
全面实现油气废弃物数据化管理，从产废
至处置达到全过程跟踪，油气企业在关键
点位安装视频监控 81个摄像头，424辆车
辆安装GPS。

油气开发对土壤环境也有着一定的影
响，志丹县坚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
坚持采油（气）井场道路两侧、围墙外和护
坡等宜绿化区域做到林草覆盖。及时对废
弃油气井进行永久性安全封堵，限期拆除
搬离油气井场和选油站点的废弃设施和建
筑物，含油废弃物全部回收，交由有资质单
位进行安全处置，并恢复井场植被。1-6
月份植树 19.2万株，绿化道路 18公里，完
成12个废弃井场整治及绿化恢复。

农业农村污染防治也与土壤污染防治
息息相关。志丹县深入实施耕地分类管
理。强化农业生产投入品管理。持续推进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今年以来共调运有机
肥 2000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30万
亩，划定 44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区。建设
200亩谷子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集成示范
点，20亩 16个谷子新品种展示示范点，50
亩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示范点。

如今的红都志丹，满山苍翠，一泓清
水，碧空如洗，绿色正成为最亮丽的底色，
志丹将继续打出污染防治组合拳，更加突
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改善
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共建生态美丽新志丹。

打好三大保卫战 绘就红都新画卷
——志丹县全力推进污染防治工作纪实

通讯员 石欣东

志丹县环境监测站主要承担着辖区内水、气、声、振动等环境要素的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监测任务。
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强大、准确的数据支撑。

为了摸清各乡镇农村污水排放情况，切实改善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志丹县环境监测站加大对各乡镇污水处
理站的监测力度。对各乡镇16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了监测，为农村污水设施运行提供了依据，确保志丹
县农村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通讯员 刘莉 摄

立足监测一线作奉献
服务建设大局创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 张巧红 记者 郑鹏）黄河
流域“清废”行动工作开展以来，我市高度重视，各
部门积极配合，圆满完成黄河流域延安段“清废”
工作。

据了解，本次共反馈问题点位 12个，其中
卫星遥感影像点位 8个、信访举报点位 4个。经
核实，影响卫星遥感影像 8个点位中问题点位 5
个，非问题点位 3个；信访举报 4个点位均非问
题点位。

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工作开展以来，我市结
合市域实际，制定了《延安市黄河流域固体废物
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明确了组织领导、工作目
标、工作范围、工作措施、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
采取市级督办、县级排查溯源、责任单位（人）具
体清理整改的工作方式。要求点位所在县委督
查室联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及各镇办等部门进
行排查溯源清理整改，保质保量完成黄河流域
（延安段）固体废物倾倒问题点位“排查-溯源-
清理”工作。

目前全市已完成 5个问题点位整改工作，共
清理建筑垃圾19855吨、物料1680吨，整改完成率
100%。通过本次清理整治，有效防范了黄河沿线
生态环境安全风险。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黄河
流域“清废”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健全固体废物监
管长效机制，持续深入开展黄河流域（延安段）干
压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责任，有效遏制非法
转移、倾倒固体废物违法行为，推进固体废物分
类、规范贮存和综合利用，确保黄河流域（延安段）
生态环境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吴卉 记者 郑鹏）为全面
落实“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要求，有效推动排污
许可证证后监管工作落地见效，近日，延安市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按照执法大练兵工作要求
和全市执法方案安排，组织开展全市排污许可证
证后监管执法检查。

本次专项执法检查主要以“双随机”（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形式抽取
大气和水重点排污企业27家，危废产生及经营企
业 23家。检查前制定了主要包括排污单位的基
本情况、排污口合规建设情况、污染物排放方式和
排放去向、期限内整改事项整改情况、固废危废产
生管理情况和其他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等排污
许可证载明的全部内容、排污许可证执法检查清
单等9大项39个小项检查内容。现场检查时，执
法人员参照执法清单内容进行逐项核查，有的放
矢，全方位排查排污单位环境问题。

本次专项执法检查是延安市首次推行以排污
许可证载明事项为重点的清单式专项执法检查。
通过这种创新、便捷、高效、系统的执法方式，利用
执法清单全面、直观的体现检查内容，不仅可以有
效提升执法效能，同时推动构建企业持证排污、清
单式管理和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共同监督的生态
环境执法监管新格局。

下一步，延安市还将继续完善以排污许可证
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执法监管体系，全面推行排
污许可清单式执法，逐步做到排污许可清单式执
法检查全覆盖。

延安市首次推行排污
许可证清单式执法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彩虹 记者 郑鹏） 为
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个人操作技能，拓展练兵
方式，完善执法程序，帮助执法人员深入理解并
掌握听证程序要点，防范执法办案风险。近日，
延川分局联合延长分局召开生态环境执法案件
模拟听证会议，会议邀请了市生态环境局、市支
队执法人员、县司法局和有关专家参加并指导
会议。

本次模拟听证会分别选取分局双方真实案
例进行模拟听证，并严格按照听证程序规定分别
设置听证主持人、记录员、执法人员、当事人，在
听证主持人的引导下，双方分别担任对方案件的
当事人和本方案件的调查人，双方就案件所涉的
违法事实、调查程序、案件证据、法律适用、拟处
罚意见等内容进行了激烈的质证辩论，双方你来
我往，针锋相对，现场辩论气氛热烈。

随后，到会指导人员进行点评。会议指导人
员认为，本次模拟听证会形式好、内容实、效果
佳，执法人员通过对案件焦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
讨论，体现了执法队伍的专业素养，真正做到了
实战、实效、实用，提升了执法人员的能力，不仅
练出了水平，也给双方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宣传
教育课。

延川、延长两县生态环境部门的此次合作交
流，不仅锤炼了队伍，提高了士气，对提升两县生
态环境系统执法办案整体质量和依法行政水平
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增进了分局间的友
谊，延川、延长分局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多交流、
多沟通、多分享，共同探索两县交流合作“新模
式”。

延川、延长联合开展
生态环境执法案件模
拟听证会议

我市全面完成“黄河
清废”问题点位整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