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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环攻坚办〔2018〕209号

濮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紧急开展全市环境问题大排查工作的

通 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工业园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

委会：

9 月 12 日晚，为深入贯彻全省环保督察整改推进工作组第

二次会议精神，省环境攻坚办紧急召开了全省环境问题大排查活

动视频会议，对全省环境问题大排查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现将

紧急开展全市环境问题大排查活动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排查活动目的

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和省环保督察整



- 2 -

改推进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精神，通过大排查活动，着力发现我市

存在的各类突出环境问题，分析研究问题根源，督促县（区）进

一步梳理污染防治思路，强力推进精准治污，依法打击各类环境

违法行为，进一步提升震慑力度，切实改变我市环境质量。

二、大排查活动时间

2018年 9月 13日至 9月 20日

三、大排查活动内容

（一）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情况，重点排查持续整改

问题进展情况；

（二）生态环境部强化督查组交办问题整改情况；

（三）“散乱污”企业整治情况；

（四）黑加油站和加油车取缔情况；

（五）在线监控超标企业查处整改情况；

（六）物料堆场“三防”措施落实情况；

（七）各类施工工地扬尘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八）各县（区）其他突出环境问题。

四、大排查活动组织

根据省攻坚办统一部署，本次大排查活动由市环境攻坚办牵

头组织，采取各县（区）自查、交叉互查和暗访督查的方式进行。

（一）各县（区）全面自查

各县（区）要根据大排查活动内容，本着“四个一批”的原

则，即“打掉一批严重违法的黑加油站、黑加油车等；关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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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规并且不符合我们省发展的战略的“散乱污”企业，打掉

的决不能死灰复燃，关掉的不能再复产；停一批限期整改没有完

成任务的；整改一批能够立行立改的”，组织环保、公安、商务、

工信、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在确保依法合规、确保民

生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不搞一刀切。通过排查，梳理出突出环境

问题，对照“四个一批”要求关停整改到位。

（二）各县（区）交叉互查

濮阳县、清丰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县、华龙区分别抽调

12名精干业务人员，开发区抽调 5 名精干业务人员，由副科级

干部带队，全市组成 7个交叉互查工作组，对大排查活动的 8项

重点工作开展交叉互查，对发现的各类环境违法问题，详细记录

登记，提出关停或整改意见，及时移交当地政府，并上报市环境

攻坚办。各检查组必须于 9月 13日下午 4点前入驻所检查县（区）

开展大排查，住宿、就餐要按照相关标准自行安排，不得接受所

检查县（区）的吃请，排查结束后按规定报销。每名检查组人员

在开展交叉互查工作前，都要签订《全省环境问题大排查承诺书》

（见附件 1）。

互查分组：台前县检查南乐县、南乐县检查濮阳县、濮阳县

检查台前县、清丰县检查范县、华龙区检查清丰县、范县检查开

发区和华龙区、开发区检查示范区和工业园区。

（三）市环境攻坚办暗访督查

市环境攻坚办抽调市环境监察支队和市派后备干部，组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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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暗访督查组，对各县（区）自查和互查组大排查情况及工作纪

律、信息上报情况进行跟进检查，督促各县（区）开展好自查和

互查工作，指导县（区）依照标准，对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进行

取缔、关停、整改。同时，市暗访督查组要对濮阳市拟关停企业

进行复查，及时上报情况。暗访检查组车辆由市环境监察支队负

责解决。

五、大排查活动信息上报

各县（区）要明确专门人员负责信息报送工作，每天下午

19点前，将当日大排查和互查情况总结及发现问题统计表报市

环境攻坚办，由市环境攻坚办汇总后报省环境攻坚办。大排查活

动结束后，各县（区）要在 1个工作日内将自查和互查情况形成

总结材料，经主要领导审定后报送市环境攻坚办。各县（区）信

息报送人员名单请于 2018年 9月 13日 15时前报市环境攻坚办。

六、大排查活动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县（区）要高度重视大排查活动，主要

负责同志是第一负责人。要结合当地实际，明确大排查活动的重

点问题和区域，敢于动真碰硬，确保效果。根据发现问题，科学

研判辖区主要环境污染问题，为精准治污提供重要依据。同时，

各县（区）要安排专项经费，保障本县检查组在外互查工作的用

车、就餐等事宜。

（二）严格执法。各县（区）自查及互查组、市督查组，要

对照市拟关停企业名单逐一核查，根据检查情况逐个划分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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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类别，限期关停整改到位。同时，对清单外的企业，要对照

8个类别，严格开展自查、互查、督查，做到问题一个不漏，全

面排查整改到位。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对发现的各类环境违

法问题，要坚决予以严厉打击，严格按照“四个一批”要求，该

移交的移交，该停产的停产，该查封的查封，该处罚的处罚。

（三）严格纪律。参加大排查活动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三

严三实”要求和中央八项规定，发现问题，迅速上报，不得隐情

不报，一旦发现问题，依法依纪处理。此外，活动过程中要轻车

简从，做好廉洁自律工作。

（四）确保安全。各县区要周密组织，确保大排查自查、互

查活动依法合规、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大排查工作顺利完成。

联系电话：0393—8088289 6109689

电子邮箱：pyhbdqk@163.com

附件 1：《全省环境问题大排查承诺书》

附件 2：濮阳市拟关停企业名单

附件 3： 县（区）检查组环境污染大排查统计表

2018年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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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省环境问题大排查承诺书

为确保全省环境问题大排查专项行动工作真见成效，坚决打

赢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本人承诺：

一、保证廉政。加强自我约束，严格令行禁止，严格要求自

身和组员落实《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各项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相关规定；正确履行环保职责，公正执法、秉公

办事，不吃、拿、卡、要；不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影响力发生任何

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的行为。

二、保证安全。做好组内成员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保

证行车安全，保证全体组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三、保证工作。严格落实《关于开展全市环境问题大排查的

通知》有关要求，坚决做到勤政实干，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目标任

务。

四、保真实性。严格执法，严格检查，保证所有检查工作不

漏户、不漏项，不怕麻烦，过细工作，确保上报表格数据和文字

材料的全面性、真实性、科学性和客观性，无任何伪造、编造、

篡改和隐瞒等虚假内容。

如果本人或组员存在违反以上承诺的行为，本人自愿接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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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处理。

承诺检查组：

承 诺 人：

签 字时 间 ：2018年 月 日

此承诺书一式两份，分别存于承诺人、各县（区）环境攻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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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濮阳市拟关停企业名单

（一）濮阳市废气严重超标（3 次以上）拟关停企业名单
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超标次数

1 台前县 台前众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8

2 清丰县 清丰县民生新型建材厂 13

3 清丰县 清丰县六塔乡超越沙灰砖厂 9

4 清丰县 清丰县金鑫煤矸石砖厂 10

5 清丰县 清丰县程达新型墙体材料制品厂(葛营窑炉排放口) 葛营 3

6 清丰县 清丰县程达新型墙体材料制品厂 程达 7

7 濮阳县 濮阳县鑫河新型建材厂 13

8 濮阳县 濮阳县新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B口） B口 26

9 濮阳县 濮阳县新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A口） A口 18

10 濮阳县 濮阳县习城乡强硬新型建材厂 23

11 濮阳县 濮阳县首龙新型建材厂 10

12 濮阳县 濮阳县盛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3

13 濮阳县 濮阳县濮建新型建材厂 8

14 濮阳县 濮阳县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15 南乐县 河南永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1

16 开发区 濮阳经济开发区新习镇刘西新型墙材厂 12

17 开发区 濮阳高新区新习乡刘堤口北窑厂 19

18 华龙区 濮阳市华龙区利民墙材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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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濮阳市未联网砖瓦窑企业拟关停名单

序号 县（区）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监控设施安装联网情况

1 范县 范县翔裕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杨集乡王庄村北 已安装未联网

2 范县 范县黄河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杨集乡王庄村西北 已安装未联网

3 范县 范县九龙滩多孔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辛庄镇柳园村东 已安装未联网

4 范县 范县龙乡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辛庄镇新旧城南 已安装未联网

5 范县 范县建设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辛庄镇盆尧村东南 已安装未联网

6 范县 范县华泰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辛庄镇付庄村南 已安装未联网

7 范县 范县永生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辛庄镇付庄村南 已安装未联网

8 范县 范县富荣新型墙体有限公司 范县辛庄镇付庄村南 已安装未联网

9 范县 范县锦鹏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辛庄镇付庄村南 已安装未联网

10 范县 范县华正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陆集南杨庄西北 已安装未联网

11 范县 范县益民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陈庄镇东宋楼 已安装未联网

12 范县 范县豫鲁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陆集乡南杨庄 已安装未联网

13 范县 范县陆集乡前石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陆集乡前石胡同村 已安装未联网

14 清丰县 清丰县古城乡东佛店红光仿古建材厂 清丰县古城乡 未安装监控设施

15 清丰县 清丰县古城乡东佛店天龙仿古建材厂 清丰县古城乡 未安装监控设施

16 清丰县 清丰县海亮砖瓦厂 清丰县大流乡 未安装监控设施

17 清丰县 清丰县兴隆新型建材厂 清丰县大流乡 未安装监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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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区）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监控设施安装联网情况

18 清丰县 濮阳市金玉节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清丰县大屯乡 未安装监控设施

19 清丰县 清丰县建忠新型建材厂 清丰县大流乡 未安装监控设施

20 清丰县 清丰县永盛新型建材厂 清丰县大流乡 未安装监控设施

21 清丰县 清丰县五星新型建材厂 清丰县古城乡 未安装监控设施



- 11 -

（三）濮阳市重点工业企业治理项目拟关停名单

序号 行政区域 企业名称 地址 治理内容 规定完成时间 完成情况

1 南乐县 自然康药业有限公司 南乐县千口镇吕村 VOCs 治理 2018 年 7 月底前完成 已完成（长期停产）

2 经开区 濮阳市启云建材有限公司 经开区濮水办石化路西段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3 经开区 濮阳市新源建材有限公司 经开区濮水办石化路西段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4 经开区 濮阳市云腾建材有限公司 经开区濮水办濮水路南段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5 经开区
濮阳市昌原电力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经开区濮水办石化路西段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6 经开区 濮阳运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经开区胡村乡 101 省道马

王线交叉口胡村乡政府东

600 米路北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7 经开区 濮阳市定海混凝土搅拌站 经开区王助镇濮水路南段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8 经开区 濮阳市万达建材有限公司 经开区王助镇濮水路南段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9 经开区 濮阳市世龙建材有限公司 经开区濮上办绿城路西段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10 南乐县 现平地砖厂 南乐县韩张镇夏庄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11 南乐县 濮阳市福胜商砼有限公司 南乐县福堪镇福堪街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12 南乐县 南乐县世军预制件厂 南乐县西邵乡侯古宁甫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13 南乐县 南乐县诚信预制件厂 南乐县西邵乡侯古宁甫村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8 年 10 月底前 正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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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濮阳市中央环保督查未彻底整改到位企业拟关停名单

序号 行政区域 企业名称 存在问题 备注

1 濮阳县 惠普医疗固体废物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未完成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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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濮阳市施工工地拟停工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问题 备注

1 市城管局 106 绿城路以南工程 无网格员

2 濮阳县 富力尚悦居 未安装在线监测监控设备

3 濮阳县 盘锦社区二三期 未安装在线监控

4 南乐县 春天里 未安装在线监测监控

5 南乐县 西湖春天 未安装在线监测监控

6 南乐县 广景苑
未安装在线监测监控，未达到“六

个百分之百”

7 工业园区 棚户区改造一期 ABC 地块 未安装在线监控

8 工业园区 棚户区改造一期 DE 地块 未安装在线监控

9 工业园区 经八路（许信路至纬三路） 未安装在线监控

10 工业园区 天荣街项目 未安装在线监控

11 工业园区 纬三路项目 未安装在线监控

12 工业园区 棚户区改造一期工程 未安装在线监控

13 工业园区 君恒实业集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电线路安装项目工程 未安装在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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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区）检查组环境污染大排查统计表

年 月 日

序号 县（区） 污染源名称 地址
问题
类型

存在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



濮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18年 9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