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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部署，4
月 24 日至 5 月 23 日，省第一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常州市开展了环境保护督
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省委、省政府
批准，督察组于 10 月 29 日向常州市
委、市政府进行了反馈。督察组组长
吕振霖通报督察意见，市委书记汪泉
作表态发言，市长丁纯主持会议。

督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常州
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大力实施生
态文明建设工程，扎实推进污染防治，
在经济总量保持较快增长、城镇化率
持续提高的情况下，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

常州市成立以市委书记、市长为
“双组长”的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
领导小组；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议多次研究生态环保工作，2015 年以
来，市人大、市政协每年将环境保护的
建议、提案列为“一号议案”“一号提
案”；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联合出台

《常州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问责办
法》，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连续
5 年实施“生态绿城”建设，累计增核 6
万亩、扩绿 3.8 万亩、联网 920 余公里；
编制实施《新北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武进区生态保护引领区规划》，
率先完成太湖一级保护区化工企业的
搬迁与淘汰工作；荣获“2016中国人居
环境奖”第一名、国家森林城市、国家
低碳试点城市等荣誉，生态文明建设
工 程 综 合 考 核 连 续 4 年 全 省 第 二 ，
2016年绿色发展指数全省第二。在全
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强生态红线区域
保护的决定》，制定颁布常州市第一部
地方性法规《常州市天目湖保护条
例》；连续 11 年开展“生态文明在行
动”，建立月检查、季点评、年考核机
制；持续加大环境执法力度，2017年获
评全国环境保护系统执法先进集体、
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集体；在全省率
先开展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
理制度改革，探索出“常州模式”。

常州市高度重视、全力支持督察
工作，按照边督边改要求，全部办结督
察组交办的 690 件环境信访问题，责
令整改 355 家，关闭取缔 207 家，查封
扣 押 18 家 ，立 案 查 处 223 件 、罚 款
2372 万元，移送行政拘留 2 起，刑事拘
留3人，约谈193人，问责23人。

督察指出，常州市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产业结构
仍然偏重，局部地区污染问题突出，与
国家、省相关要求和群众期盼仍有较
大差距。

一是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
存在不到位情况。绿色发展理念立得
不牢。生态优先的工作导向不鲜明，
生态环保“一票否决”制度落实不到
位，2015-2017 年常州市生态文明建
设分值在百分制综合考核中仅占 3
分。全市13个重点大气高架源有7个
位于城区主导上风向，影响城市空气
质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快。
常州市产业结构偏重，2017 年重（化）
工业产值占比高达 77.4%。能源结构
比较单一，2017 年煤炭能源消费占比
达77.8%，非电行业用煤占比较高。大
部分高能耗高污染的重点企业分布在
沿江沿湖地区，增加入江入湖污染负
荷的压减难度。部、省交办问题整改

不到位。环保部约谈交办问题的焦
溪、三河口、厚余等集镇区管网建设均
未按期完成。省政府通报的金坛区新
朋建筑材料厂未完成砖瓦行业整治。
省“263”曝光的溧阳市上兴河污水管
网建设缓慢、生活污水直排和金坛区
金花河黑臭问题未完成整改。省环保
厅约谈通报的三山港区域水环境问
题，督察时仍有生产废水直排河道。
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力。常州市及各
辖市（区）尚未出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规定。一些部门和地区淘汰落后
设备、工地扬尘管控、码头堆场扬尘管
控不到位。武进、金坛等地多台 3 吨/
小时及以下铸造冲天炉仍在运行。

二是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大
气污染问题突出。全市钢铁、水泥、火

（热）电企业烟（粉）尘排放量占比较
高。内河码头缺乏抑尘措施。全市化
工、家具、喷涂、汽配注塑等行业 VOC
治理不到位，“油改水”措施未落实。
老旧机动车较多。城区重污染企业搬
迁不到位。土壤污染防治推进缓慢。
全市关闭搬迁化工企业遗留场地未全
部进行调查和评估。江苏庙桥绿洲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填埋固废严重污
染环境案虽已调查处理，但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修复工程尚未实施。水污染
问题较多。太湖西部区、百渎港桥断
面未达到考核要求。完成整治的黑臭
水体中部分截污、活水等整治措施不
到位。溧阳市沙河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内存在旅游餐饮等违法项目。保留的
畜禽养殖场中有 85 个未通过整治认
定，通过整治认定的仍存在非法排污
现象。

三是突出环境问题整治不彻底。
重污染行业整治力度不大。全市现有
化工企业入园率较低，全省倒数第
二。全市现有印染企业年废水排放量
占全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 30%以
上，基本无中水回用，部分企业预处理
后废水不能稳定达标。全市现有电镀
企业、钢管酸洗企业，布局分散、规模
小且违法问题突出。部分地区生态保
护不力。全市生态红线保护区域规划
尚未正式出台，生态红线内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金坛区方山森林公园二级
管控区内约 2 万平方米的森林被擅自
砍伐，堆放废矿渣污染环境。横山生
态公益林二级管控区范围内违法毁林
建墓未得到彻底遏制。已关闭矿山生
态修复进展缓慢，全市 34 个关闭矿山
宕口未开展生态修复。“散乱污”企业
污染问题突出。邹区镇集聚大量废旧
车辆拆解点，薛家镇、奔牛镇、孟河镇
集聚众多塑料粒子加工点，洛阳镇、前
黄镇集聚大量小铸造企业，基本没有
污染防治设施，废气废水直排问题突
出。

四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
水收集处理能力欠缺，全市仍有部分
撤并乡镇管网未全覆盖，湟里镇污水
处理厂配套的村前、成章片区管网未
建成。城中村、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
造进展缓慢，永安花苑小区雨污分流
改造不到位。全市规划发展村庄已建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占比较低，部分已
建成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
常。固废处置能力不足。全市一般工
业固废底数不清，废玻璃钢渣、铸造废
砂、汽摩配加工废弃物等无处置出路，
随意倾倒现象普遍。全市生活垃圾未

实行全量焚烧，金坛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迟迟未落地。

督察要求，常州市市委、市政府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要求，聚焦聚
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更大力度解
决突出问题，更大幅度改善生态环境，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强富美
高”新江苏奠定坚实基础。

常州市要痛下决心加快调整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布局，更大力度推进减煤、减化，坚决
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坚定不移推进
绿色发展。要切实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党委、政
府尤其是基层党委、政府要紧紧围绕
改善环境质量加大工作力度，全力推
动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环保部约谈等
重大问题整改，压紧压实环境保护责
任。要系统全面梳理区域性、流域性、
行业性突出环境问题，更大力度推进

“263”专项行动，深化化工、印染、涉重
等重污染行业整治，加快推进钢铁、热
电、水泥企业空间布局调整和提标改
造，强化生态红线管控，加快矿山生态
修复，大力整治“散乱污”企业，加快污
水收集处理、固废处置能力和清洁能
源供应能力建设，全面提升生态环境
保护水平。对于督察发现的问题，常
州市委、市政府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
步深入调查，逐一厘清责任，依法依纪
依规严肃责任追究。

督察强调，常州市委、市政府要抓
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 30 个工作日
内报送省委、省政府。整改方案和整
改落实情况要按照省有关要求，及时
向社会公开。

汪泉表示，督察组的反馈意见，肯
定成绩实事求是，指出问题精准到位，
提出意见针对性强，对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
意义。市委、市政府完全接受督察组的
意见，将严肃对待督察组指出的突出问
题，以最坚决的态度确保责任落实到
位，以最严格的要求确保问题整改到
位，以最有力的举措确保标本兼治到
位。根据督察组反馈意见，市委、市政
府将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拿出坚决有力
的整改行动，重点研究解决好加快绿色
转型升级步伐、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提升生态保护水平、增强环境治理
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在整改过程中要
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
和“一岗双责”，建立严密的责任体系，
使整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真正见到实
效。要严格考核问责，加大对督察问题
整改工作的考核力度，坚决杜绝“表面
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等。要加
强信息公开，加大典型违法案件公开曝
光力度，整改方案、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及时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督察组还对检查发现的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按有
关规定移交常州市委、市政府处理。

督察组有关人员，常州市委、市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及各辖市（区）主要负
责同志、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会议。

（汤怡晨）

省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常州市反馈督察情况

本报讯 10 月 26
日下午，随着常州市
金坛区经济开发区境
内 110kV 华科变 1 号
和 3 号主变的带负荷
试 验 数 据 的 核 对 正
确，常州地区第一座
110kV模块化变电站
投运成功。

模块化变电站是
通 过 应 用 装 配 式 建

（构）筑物，将各配件
进行搭接、组装而建
成的装配式变电站。
与 传 统 现 浇 建 筑 相
比，模块化变电站有

利于提高施工质量、
加快工程进度和提高
建筑品质，有利于文
明施工、安全管理和
环境保护、节约资源。

华 科 变 成 功 投
运，将为常州地区输
变电工程建设提供技
术支持和积累成功经
验，并更好地改善所
在区域的电网结构，
提高供电可靠性，保
证其周边地区居民及
大用户的长期增长的
用电需求。

（龚亮 汤怡晨）

模块化变电站

首次在我市投入使用

本报讯 近日，柳
工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矿山机械装配车间，
DW90A 矿用自卸车
正式下线。

据介绍，DW90A
矿用自卸车配置全液
压转向、装配式柔性
车架、宽体驾驶室，具
有较好的操控性、举
升操作更方便、舒适
性好、爬坡性能优越
等特点，预计年产量
可达1200台。

据了解，落户武
进高新区8年来，柳工
常州机械有限公司以
挖掘机产品系列为依

托，精耕细作、精益求
精、快速发展，已成为
拥有挖掘机、推土机和
矿山机械三大产品线
系列，集研发、制造及
营销于一体的复合型
公司。今年，公司在生
产和销售常规机型的
同时，开发新的生产
线，加大对 20 吨级中
型挖掘机和小型、迷你
型挖掘机的生产，整体
产能在行业增长基础
上再提升，2018 年已
实现产能超万台。1-
10 月，销量同比增长
超过130%。

（张丽媛 吕亦菲）

柳工常州

DW90A矿用自卸车下线

这两天经常有
人来问，天气预报天
天说冷空气来了，要
降温。可早晨醒来，
阳光明媚，甚至感觉
有点热，感觉比降温
前暖和，说好的冷空
气呢？

为什么感觉不
到冷？因为阳光太
好。市气象台说，
只有早晨 6 点左右
出门，才可能会赶

上冷飕飕的秋风和
低于 10℃的低温。
等到八九点，迎接
你的就只有暖暖的
阳光和一路上扬的
气温了。

新的一周已经
到来，好消息是，本
周迎接我们的都是
晴 好 或 者 多 云 天
气，没有阴雨，没有
大风，天气稳定，秋
高气爽。 一只

本周秋高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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