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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环攻坚办〔2018〕213号

关于印发《濮阳市柴油货车污染整治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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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有关单位，中国石化濮阳石油分公司，中国石油濮阳

销售分公司：

根据全省柴油货车污染整治专项行动视频会议要求，市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制定了《濮阳市柴油货车污染

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2018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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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柴油货车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及全省柴油

货车污染整治专项行动视频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柴油货车污染

防治工作，全力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任务完成，根据省攻

坚办统一安排，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

肃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为要求，自 2018年 9月 22日起，在

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柴油货车污染整治专项行动。环保、公安、

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利用公安检查站、超限检测站实施联合驻

站执法，对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或现场检验排放超标的柴油货

车，依法进行处罚。对进入我市的外阜排放超标柴油货车严厉查

处。同时，严厉打击销售、使用达不到国六车用燃油标准的违法

行为，强力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整治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柴油货车污染整治工作，濮阳市成立柴油货车污染整

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黄守玺 市攻坚办主任、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史绪浩 市攻坚办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孟福堂 市攻坚办副主任、市环保局局长

成 员：苏义强 市环保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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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美玉 市公安局副局长

靳恒伏 市交通局副局长

张利宁 市商务局副局长

吕淑华 市质监局副局长

赵风显 市工商局副局长

陈增光 濮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蒋智敏 清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刘玉林 南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蒋 倩 范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魏志峰 台前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左留成 华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祁炳杰 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

罗红普 工业园区管委会纪工委书记

侯献峰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孟福堂（兼），负责领导

小组日常具体工作。

三、主要任务及分工

本项工作由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负责，组织市环保局、公

安局、交通局、商务局、质监局、工商局、中国石化濮阳石油分

公司，中国石油濮阳销售分公司等成员单位和相关单位实施。各

县（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负责，组织辖区内交通、公安、环

保、商务、质监、工商和中石化、中石油等相关单位，制定方案，

细化责任，强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各县（区）制定本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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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柴油货车污染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明确部门责任分工，实施联

合执法。

（一）设立联合执法站

全市现有公安检查站、超限检测站 6个。其中，3个环豫站：

大广豫冀界超限站（南乐县）、106濮阳郎中联合检查站（濮阳

县）、106豫冀界南乐乔崇瞳联合检查站（南乐县）；1个市内

站：濮阳县柳屯超限站（濮阳县）；2个检测点：黄河路与国道

342交叉口东北角站点（开发区）、绿城路与 G106交叉口西北

角站点（华龙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站点由属地县（区）进

行管理，抽调环保、交通、公安、商务、质监、工商和中石化、

中石油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联合执法队，进驻站点，对过往车辆

进行检查检测。

辖区内没有公安检查站、超限检测站的清丰县、范县、台前

县、示范区、工业园区，继续启用“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百日攻坚

行动”设立的站点，开展联合执法工作。

每个站点设一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设组长、副组长各 1名，

由环境攻坚办成员单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每个站点实行

四班倒，每班环保、公安、交通各 3人，商务、中石油、中石化

各 2人。各县（区）攻坚办于 9月 22日上午 9点前将本辖区站

点人员组成情况报送市攻坚办。

（二）开展联合驻站执法

9月 22日 8:00起，全市各联合执法站点全面开展检查检测

执法工作，重点抽检抽测柴油货车油品质量情况、尾气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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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车用尿素使用情况等。对车辆油品不合格、尾气不达标、未正

常使用车用尿素或者未安装车用尿素装置等情况进行详细纪录，

对油品来源进行溯源。对生产、加工、销售不达标燃油的加油站、

生产加工企业依法严厉查处；对尾气排放不达标、不正常使用车

用尿素的柴油货车依法进行处理。对进入我市的外埠车辆，首次

发现予以警告，第二次发现的予以劝返。对查处的不符合排放标

准重型柴油货车，落实“多方处罚”措施并责令限期整改。每个站

点负责对抽检车辆车牌号码、车辆所属单位、驾驶人等基本信息

进行登记，并汇总油品检测、车用尿素使用、尾气排放及不合格

油品溯源查处等情况。

环保部门：1.对机动车尾气采用“自由加速法”工艺进行检

测，出具检测结果；2.对车辆尿素使用情况进行检查；3.对柴油

货车现场测定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责令限期整改，并到

指定的检测站进行复检；4.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后，大

气污染物排放仍不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的，移交公安部门依

法强制报废；5.对重型运输车辆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

装置或不正常使用车用尿素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查处和处罚。

公安部门：1.负责检查车辆交通违法行为；2.对环保部门确

认尾气超标的车辆，暂扣其车辆行驶证；3.依法打击暴力抗法、

妨碍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行为；4.对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

术后，大气污染排放仍不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标准的，依法

强制报废。

http://www.so.com/link?m=atgfew/qdg7Y9qW6xCDY7WogobugPFkDo1D38RcflkVq2nLzHKqP3KPNug0907wUqwKug2njAOfn+bwQUdbXIRH31dtzFkRCuHBhDUzZFDd30SP7eufRZJGOzU7mBYoLiTBpxF5r28dgkMD/OSY6joySyhipr0UBX0ZHn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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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门：1.车辆营运手续查验；2.对使用不合格油品、

不规范使用车用尿素和尾气不达标车辆所属营运单位和个人定

期在全市范围内通报，并要求限期整改；3.对拒不执行整改或整

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撤销营运资质。

商务部门：1.组织中石化、中石油等单位对抽检抽测车辆进

行油品取样与快速检验；2.对检测结果存疑的，将样品送交工商

部门复检溯源；3.对销售不合格油品的加油站依法给予警告、责

令停业整改，经整改仍不合格的企业，撤销其成品油经营资格。

工商部门：1.组织具有油品检测资质的单位对存疑样品进行

油品检测，对油品检验不合格的溯源至加油站点，并将有关情况

送交质监部门；2.对销售不达标油品的销售企业予以处罚，对查

明的销售不合格油品的经营企业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

产品，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查处。

质监部门：对油品检验不合格的溯源至燃油生产加工企业，

对查明的不合格油品生产加工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查

处。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属地责任。各县（区）和各有关

部门要充分认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

性，把思想认识统一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高度上来，加强对本方案实施工作的

组织领导，确定目标，明确任务，精心组织，全力推进。各部门

既要各负其责又要通力协作，形成齐抓共管、协调共治的良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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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公安部门按照省公安厅下达的违法车辆清单，开展“隐患清

零行动”。对未使用国六油品的外地车辆及时劝返，做到进入检

查站点的车辆逐车检查。市县环保、公安、商务部门要上门随机

抽查企业柴油运输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违法违规情况，对超标问

题由环保部门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并给予处罚。强化企业主体责

任。要实施市县“双联动”工作机制，联动管控，信息共享，各部

门联合惩戒。开展“双随机”抽查，倒查营运单位，倒查机动车检

测机构，要做到专项行动迅速，组织严密。各县（区）、各部门

要出台各自的工作方案，建立工作台账，成立领导机构，专门协

调指挥专项行动，以“重拳出击，最高处罚”的力度，加强道路执

法，让超标车辆无处藏身，以严厉的处罚，倒逼超标车辆治理或

淘汰。

（二）落实人员配备，确保资金保障。各县（区）要根据工

作实际，加大人财物车辆保障力度，建立工作机制，抽调精兵强

将，加强人员培训，保障人员安全，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各站点

工作经费及检测设备的调配、租赁及检测成本等经费，由各县

（区）、各部门统筹解决。

（三）加强工作调度，保持工作力度。各县（区）每周召开

调度会，督促工作，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加强对各项工作的督

促督办与日常调度，随时掌握工作动态，保持工作推进力度；各

县（区）环境攻坚办统一调度，每天上午 10 点前将前一天检查

检测情况汇总后报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见附件 1、2、3）。

（四）强化督导问责，加强宣传引导。市攻坚办每周将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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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查处情况、处罚情况、扣押情况、关停情况进行通报与排名，

表扬先进、鞭策后进，并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和各强化督导组对各

各县（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对机制不健全、措施不得力、

工作不落实、问题多发的地方和部门，予以通报批评、约谈和问

责。各县（区）要组织媒体加大宣传力度，争取社会理解、支持

和配合。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政策解读，宣传措施成效，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及时研判把握舆情，回应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形成正面舆论合力，维护社会稳定。

（五）强化执法力度，依法依规整治。开展专项治理行动重

在执法监管，执法监管关键要依法依规。各县（区）、各部门一

定要依法依规，严格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有关规定，坚决杜绝粗暴执法、野蛮执法。一是依法

依规加强道路执法。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机

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机动

车驾驶人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本条由公安部门认真研究，全面

把握负责处罚程序和力度。二是依法依规加强机动车环保检验机

构执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

放检验设备，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对机动

车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

时共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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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负责。”违反本法规定，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

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是筛查超标车辆重要环节，各级环保和质检

部门根据职责职能严格执法处罚，确保检验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

性。三是依法依规加强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执法。《大气法》规

定，禁止机动车所有人以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

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排放检验。违反本法规定，以临时更换机动

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排放检验或者破

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机动车所有人处五千元的罚款;对机动车维

修单位处每辆机动车五千元的罚款。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是车辆

固有的部分，也是保证车辆尾气达标的必要装置，车主有责任有

义务保证装置正常工作。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培训，切实掌握车

辆污染控制装置的性能，为道路执法提供有力保证。四是依法依

规落实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对开展机动车污染防治执法工作进行了明确规定，明确了工作任

务、厘清了工作责任，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职能开展执法工作，

严格执法程序，明确处罚额度，确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联 系 人：程琳 吕晓慧 张小慧

联系电话：0393—6109601 610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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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pyhbdqk@163.com

附件：1. 现场抽检抽测信息登记表

2. 重型运输车辆油品质量抽检抽测统计表

3. 重型运输车辆尾气检测不达标情况统计表



— 11 —

附件 1

现场抽检抽测信息登记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点位名称 车牌号码
车辆所属

单位

驾驶员

姓名
驾驶证号 尾气检测结果

油品采样

样品编号

车辆油品

来源

车用尿素添加设备

是否正常使用

超限、超载等其

他违法行为

填表说明：1.油品采样样品编号为该车辆车牌号码。2.车辆油品来源要具体到加油站与加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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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货车车辆油品质量抽检抽测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油品编号 检测结果 是否达标 车辆油品来源 商务部门处理结果 工商部门处理结果

填表说明：1.油品采样样品编号为该车辆车牌号码。2.车辆油品来源要具体到加油站与加油日期。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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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货车车辆尾气检测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点位名称 车牌号码
车辆所属

单位

驾驶员

姓名
驾驶证号 尾气达标情况 违法内容

环保部门

处理情况

公安部门

处理情况

交通部门

处理情况

填表说明：违法内容为该车辆违反何法律法。



濮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18年9月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