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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全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根据省环境

攻坚办《关于开展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8〕1号）文件要求，市攻坚

办决定从 2018年 9月 15日起，在全市开展生态环境

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按照“四个一批”要求，

重点针对“散乱污”和超标排放企业、使用劣质散煤、

黑加油站点、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工地扬尘污

染、秸秆焚烧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10月19日~20日，全市共出动环保、商务、公安、

城管等执法部门 1000余人次，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24起，其中：整改一批符合产业要求但未达标排放

的企业24家（详见附表）。

郑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通报
（10月19日~20日）

环保

9月14日，省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了《关于开展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
知》。为认真贯彻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豫发〔2018〕19号）的要求，从
2018年9月15日起，在全省开展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

各市要强化环境执法监管，按照“四个一批”要求严

厉查处各种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即：坚决打掉一批严
重违法的企业，关掉一批严重违规且不符合产业政策的
企业，停掉一批表面整改但未完成限期整改的企业或项
目，整改一批符合产业要求但未达标排放的企业。这次

行动的重点是：整治“散乱污”和超标排放企业、打击劣质
散煤使用、打掉黑加油站点（打黑油、端窝点、断链条、挖
幕后）、查处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严管施工工地扬
尘污染、严禁秸秆焚烧等。

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清单

备注：
1.违法违规行为：严重违法企业、严重违规且不符合产业政策企业、表面整改但未完成限期整改企业、符合产业要求但未达标排放企业、黑加油站、劣质散煤、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秸秆焚烧、其他。

2.查处情况：打掉、关掉、停掉、整改。3.问题来源：中央环保督察交办、蓝天保卫战强化督查、自查、群众举报、省厅暗访交办。

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0月2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县（市）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新密市
荥阳市
荥阳市
荥阳市
荥阳市
荥阳市
巩义市
巩义市
新密市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
巩义市
巩义市
荥阳市
荥阳市
荥阳市

违法违规企业名称
四维机电改造项目

缤纷四季园
美铭科技二期

中国青建
万科七期（华江）

豫C709N3
冯寨安置区

郑州市丰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荥阳市棋源道路工程

水岸�朝阳天E安置工程
豫A368WS

紫荆路东、香玉路南
学院路以北、滨河路西

鲁Q2M722
四维机电改造项目

缤纷四季园
美铭科技二期

中国青建
万科七期（华江）

紫荆路东、香玉路南
和谐路南、紫荆路东

豫A839UY
豫KUK798
邢村邓湾

问题来源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自查

违法违规行为
其他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其他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或非道路移动机械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其他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或非道路移动机械
其他
其他

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或非道路移动机械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施工工地或渣土车

其他
其他

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或非道路移动机械
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或非道路移动机械

其他

违规行为
黄土覆盖不全

冲洗设备不能正常使用
黄土裸露
黄土裸露
道路干燥

黄土裸露未完全覆盖
固废随意堆放、路面未硬化、场区脏乱差

土石方作业未湿法作业
部分黄土裸露未覆盖、易起尘
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

黄土覆盖不全
冲洗设备不能正常使用

黄土裸露
黄土裸露
道路干燥

道路积尘较厚
建筑垃圾未覆盖清理

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
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货车

生活垃圾清理不到位

查处情况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整改

市领导夜查环保
临时管控措施落实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19日下午 5时，我市启动不利气象条
件下的轻中度临时性管控措施。当晚，副市长黄卿带领环保、城
管、公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实地督查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向阳小学迁建项目、西石羊寺安置房
项目、融桥悠乐商业中心项目等在建工地。各施工工地均按照
要求停止了土石方作业，但也有个别工地存在“三员”不在岗、围
挡不规范等问题。

当晚，检查组一行还来到位于陇海路西四环、嵩山南路南四
环的重型车辆尾气检测点，察看重型车辆的入市管控情况。

黄卿表示，当前重型车辆和扬尘依然是我市大气污染的重
要来源，相关部门要针对这些薄弱环节，突出问题导向，多管齐
下做好治理工作。对没有达到扬尘治理“八个100%”标准的工
地，一律停工整治。要加强道路尤其是三环、四环沿线的保洁工
作，加大重型车辆的尾气检测力度。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监
管督查，以硬手段确保各项措施硬落实。

警方深夜暗访工地
扬尘治理落实情况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10月 20日深夜至 21日凌晨 2时许，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马义中带队，围绕郑州市区四环以内的工地
落实“八个100%”规定以及渣土车、重型货车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夜间暗访检查。

当晚10时许，马义中一行先后暗访检查了农业路与东明路
常砦城中村改造项目工地、九如路与北三环沿线龙湖金融中心
项目工地、金水东路与107辅道东三环高架工程项目工地、第八
大街至京广路南三环沿线交通情况、京广路与航海路地铁 5号
线工地、京广路沿线交通情况。

检查中发现，大部分建筑工地能够按照市政府要求停工封
土，但仍有个别建筑工地违反规定继续施工，一些渣土车、大型
货车还存在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当夜全市公安机关暗访工地108家，发现问题30余处。马义中
要求，针对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夜查台账，逐项进行梳理，上报市
政府大气污染治理领导小组依法对相关工地建设企业做出处
理。下一步，环保部门要检测工地上的工程机械车辆尾气排放。

（上接一版）如今，郑州的三全、思念等速冻
食品企业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60%，
郑州也成为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研
发基地和物流中心，带动河南实现从“中国
粮仓”到“国人厨房”再到“世界餐桌”的跨
越与转变。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郑州南部。乘着
改革开放东风，郑州宇通客车从一个地方
小厂，发展成为客车行业的领军企业，实现
了由纵横中国、到全球共享的跨越式发展，
目前宇通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15%。

2017年 9月份，占地 600亩的中铁智
能化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落地国家郑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建成后，将成为世
界上单体最大的智能化盾构装备产业园。

如今，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生
物及医药、新材料、铝及铝精深加工、现代
食品制造、品牌服装及家居制造等七大工
业主导产业，让“郑州制造”活力四射，好想
你、三全、思念、宇通等知名品牌叫响全国。

打造中原经济核心增长区
“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上高中，骑一辆

自行车就能把郑州转个遍。”在碧沙岗公园
的树荫下，一位老人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
郑州，“城区范围，北边到农业路、东边到城

东路、南边不到航海路，西边过桐柏路仅有
几个厂，大部分地方还是麦地。”

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不沿边、不沿
海，原本人口、规模均不占优的城市，却在
后来的发展中，吐故纳新，化蛹成蝶，伴随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成长为中部地区的
特大城市。

2017年，郑州市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
了修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双城
区驱动、“一主一城”，航空港的地位就此确
立，大量资源涌入，成为郑州向南的又一片
热土。

自 2013 年 3月份国务院批准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以来，围绕国际
航空枢纽，以引进富士康、发展智能终端产
业为突破口，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智能手机产业集群，临空经济发展充满活
力。2017年航空港区手机产量2.99亿部，
占全球手机供货量的七分之一，以智能终
端为代表的世界级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集
群规模初现。

除了交通枢纽、历史名城，郑州近年来
又多了不少头衔：国际航空大都市、国际物
流中心、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

迈向国家中心城市，“国际郑”底气越
来越足。

郑州：从中原走向广阔世界舞台

（上接一版）河南东越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魏玮认为，《人民日报》提到郑州脚
踏实地把“米”字形高铁从图纸建成现实，如
同一个磁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
郑州东站出行，到龙湖金融岛、龙子湖智慧
岛等发展高地投资兴业，对于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将努力提
升市政工作水平，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在这座城市深深扎下根。

打造中部开放高地
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校长刘点

点说：“过去几年，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
额稳居全国第一位，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基
地在这里初步形成，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成效明显。在几大央媒报道中，屡次看到关
于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建设进展的集中报道，
我们学校全体师生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张尽杰告诉记者，作为中部开放
高地，航空港实验区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着力打造“空中丝绸之路先行区”，正在
努力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看了
几大央媒关于郑州航空港建设亮点的报道，
该集团全体员工十分振奋。

郑州日报客户端转载多家中央媒体对
郑州面向全球谋发展的大篇幅宣传报道后，
郑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筹）局长张宏强第
一时间在朋友圈里分享了报道链接，并获赞

连连。
“看到这么多家央媒对郑州报道，我非

常振奋，也为郑州感到骄傲。”张宏强说，报
道中很多内容都和我们的日常工作息息相
关，充分发挥新海关职能作用，全力以赴服
务郑州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构建对外开
放新格局是郑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义不容
辞的责任。

枢纽优势更加明显
郑州铁路局离休职工左春秀告诉记者，

她一直非常关注所有关于郑州新变化的新
闻报道，对于郑州的每个进步都感到由衷的
高兴。“40年来，郑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有了新的高铁站、新的机场，城市变得水
清、林秀、景美。”左春秀说，这次中央级媒体
这么集中关注郑州，说明郑州的枢纽优势令
全国瞩目，郑州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看到央媒的集中大篇幅报道，每名郑
州人都感到自豪。”郑州快速公交公司工作
人员葛亮说，这些年来，郑州的快速发展让
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就
拿公共交通来说，地铁开通了，城市公交延
伸到四环以外，从郑州坐高铁更是通达全
国，群众出行更便捷了。

在合肥求学的郑州籍大学生滑清芳说，郑
州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作为郑州市
民，她感到非常自豪。“郑州正在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以后城市各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她表示，希望大学毕业后能回到家乡郑州工
作，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贡献智慧和力量。

郑州美丽“蝶变”令人振奋
愿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贡献

（上接一版）奠定了郑州国际性综合枢
纽地位。由衷祝福郑州从内陆腹地变
身开放高地后，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新征程中再创辉煌，“国际郑”更有国际
范儿！

@老辛：郑州的发展步伐，不因领
导人的变换而停顿，不因经济大环境的
变化而减慢，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
人口不断增加，城市GDP不断上升，从
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变成了国家中心城
市。这里面包含了一代又一代郑州人
的不懈努力，也印证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速度。

@昆仑神：“米”字形高铁的区位
优势、河南巨大的人口红利、改革开放
的内生动力等，让郑州开始向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目标迈进！条条道路通罗
马，中欧班列（郑州），沿着“陆上丝绸之
路”不断远行，苹果手机，搭着“空中丝
绸之路”走向世界，“买全球、卖全球”之
门，让“网上丝绸之路”更加出彩！

@山牛夫：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利
用区位优势，千万郑州人，正意气风发，
踏实肯干，筑建新的丝绸之路，打造“国
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立足中原，放眼世界，“买全
球，卖全球”，郑州人努力并实践着。

@表里如一：郑州城市的发展突
飞猛进，壮观的高楼大厦，多样化的交
通建设，为广大市民出行提供便利，让
市民喜在心里。闻名全国的电子元器

件交易批发市场，服装批发市场，搭建
了商业化交易平台，吸引全国各地客商
源源不断。成为“国家中心城市”郑
州，稳步加快经济腾飞，引领周边城市
步入新的领域，魅力郑州，美丽郑州！

@中原狂人：胸襟向天开，心近海
自来。央媒水平！

@木子藤：大气磅礴郑州力量，郑
州迅猛发展为中原出彩助力！

@小栗子1734：处处彰显生机与
活力的郑州，充分利用四通八达的地理
位置构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立足国
内，放眼国际，实现中原崛起，不临边、
不沿海的城市正在大步迈进，一切郑在
发生，一切郑在改变，郑州加油！

@一言为定 41653939：交 通 枢
纽、历史名城、国际航空大都市、国际物
流中心、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国
家中心城市郑州，中！

@机器猫2020：郑州绝对是给阳
光就灿烂，给期待就惊喜，给关注就点
赞，给未来就收获的希望之城。“买全
球 卖全球”让郑州国际商都越来越名
副其实，央媒给“国际郑”点赞可谓正当
时，确实是一座都说中的城市，鼓与呼
也是生产力，“郑中心”也将在前进中超
越和超越中前进的姿态给亿万河南人
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荆哲815：不临边、不沿海的大郑
州更需要全面发展，“国际郑”已现雏形，
期待下月“郑马”再次吸引全球目光！

“国际郑”越来越有范儿
祝福郑州明天会更好

地方党委宣传部长培训班
在郑开展现场教学活动
（上接一版）推行“三个打破”，抓住“四个关键”，完善“五大系
统”，组建“六大中心”，着力打造郑报融媒“中央厨房·新闻超
市”，构建了“融媒编委会管总”“采编发部门主战”“多渠道传播”

“大平台支撑”“大数据考核”的现代媒体传播架构和运营考核体
系，并探索加快“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目前，郑州所辖的5市 1
县、6区和4个开发区，全部完成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工作。

培训班一行表示，参加此次现场教学活动收获很大，郑州媒
体融合走到了全国前列，有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并
对郑州报业集团的发展思路、发展路径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与
郑报融媒进行区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