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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减煤控车降尘压能 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替代

张家口大气污染防治取得扎实成效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出台

全市工会组织实现网上办公
所有工会服务皆可网上享受

全市今年计划造林绿化600万亩
林木绿化率年底将提升7%

市军队退役人员
服务管理中心成立

泥河湾马圈沟遗址
新发现3个文化层

桥西区

获评省级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

张家口

12家养老机构
设立专门诊室

本报讯（记者高振发、刘雅静）2017
年张家口市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86
天，达标率78.8%，PM2.5年均浓度31微
克/立方米，圆满完成省政府下达给该市
年度 PM2.5 下降 3%的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超额完成省下达给该市 5 年 PM2.5
下降 20%的目标。空气质量主要考核指
标PM2.5年均浓度，较2016年下降3%，
较 2013年下降 22.5%，从 2014年起，连
续 4 年好于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继
续稳定保持在京津冀最好水平。

这份可喜的成绩单，凝聚了张家口
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围绕“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
态环境支撑区”发展定位的决心。2017
年，张家口始终坚持把大气污染防治作
为实现绿色发展、生态强市的重要抓
手，科学施策、标本兼治，持续开展一系
列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

一年来，张家口市多次召开大气污
染防治和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电视
电话会议，聚焦问题抓要害、找准病根
开药方，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出台并全面落实《张家口市大气
质 量 提 升 规 划 实 施 方 案（2016-

2022）》，统筹城乡环境，盯住重点行业、
重点地区和重点时段，突出散煤、建筑
扬尘、机动车、排放不达标企业四大重
点，统筹推进综合施治。制订实施了

《张家口市 2017 年空气质量提升实施
方案》和19个专项实施方案，狠抓减煤、
控车、降尘、压能，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替
代，制定了详细的治污时间表和路线
图。该市环保、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零
点行动”“利剑斩污”等专项行动，轮番
启动一场场治污攻坚战，为全市大气污
染治理工作再“加码”。

推进“减煤”，治理燃煤污染。2017
年，全市净削减煤炭消费 834.15 万吨，
累 计 淘 汰 各 类 燃 煤 锅 炉 3745 台 、
11175.8蒸吨，实施燃煤锅炉煤改气341
台、1320.05 蒸吨，农村散煤清洁能源替
代 8589 户，实现清洁能源供暖 1386 万
平方米，有效保证了全市空气质量稳定
达标。

多措“控车”，严控机动车污染。建

成市级机动车污染控制中心，25家环保
检测机构实现与省、市联网，并与市机
动车污染监控平台视频摄像连接，形成
机动车检验信息三级联网。2017 年，全
市累计淘汰黄标车 10.89 万辆，淘汰老
旧车 16.2398 万辆，推广应用新能源汽
车折合标准车16127辆。

强化“降尘”，严防面源污染。中心
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85%、县区
达到 70%以上。对中心城区 1102 家餐
饮企业（商户），全部安装了油烟净化设
施。全市开工建筑工地视频监控安装率
100%，实现扬尘达标治理。全市 201 座
停产整治矿山，29 座已通过环保验收，
35 座已注销采矿许可证，17 座主动申
请关闭，现已关闭 9 座，8 座责任主体灭
失矿山迹地复绿工程全部完成，此外还
提前完成2018年的治理任务3座。

铁腕“淘汰”，压减过剩产能。2017
年该市压减炼铁产能 436 万吨，炼钢产
能 384 万吨，淘汰水泥落后产能 458.6

万吨、电力机组6台6.15万千瓦，其他行
业落后产能 17 项，实施 23 家企业的重
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全部超额完成省下
达的目标任务。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
力推进集中供热，整合热力资源，有序
拆除分散燃煤供热锅炉。截至目前，全
市城区集中供热普及率已由 2013 年的
70.6%提高到 94%，燃煤污染治理取得
明显成效。

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
工程，为确保取得实效，该市一方面加
大污染治理力度，另一方面在执法监管
手段上下足功夫，重拳打击各项环境违
法行为。该市成立了 12 个市级督查组，
成立 10 个大气污染专项执法组。一年
来，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8700 多人次，
检查排污单位 2400 多家次，责令停产
限产43件，查封扣押73件，实施行政处
罚 241 件，罚款 1446.47 万元，移送拘留
14 件，追究刑事责任 3 件，有力震慑了
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在 2017 年-2018
年秋冬季环境执法检查中，全市共发现
各类涉及环境问题 1581 个，下发整改
督办通知501份，约谈3个县区政府，目
前已整改到位1462个，拟立案查处395
件，拟处罚款883万多元。

2017 年 全 年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天 数 286 天 ，达 标 率
78.8%，连续 4 年好于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继续
稳定保持在京津冀最好水平

本报讯（记者高振发 通讯
员张慧颖）日前，张家口市军队
退役人员服务管理中心人员、编
制均已到位，各项制度已建立完
善，并正式入驻市民政局办公。

全面建立军队退役人员服
务网络体系。集中力量建设

“两中心两站”，即市军队退役
人员服务管理中心、县区军队
退役人员服务管理中心及乡镇

（街道办事处）军队退役人员服
务管理站、村（社区）军队退役
人员服务管理站。

不断完善服务功能。设立
了综合办公室、政策落实科、服

务管理科 3 个职能科室，增加
了来访接待、政策咨询、督办复
查、民情综合、就业指导、法制
服务 6 个服务功能窗口，更好
服务军队退役人员。

规范完善各项制度。建立
了市军队退役人员服务管理中
心工作职责、工作规则、工作制
度、管理制度、接待服务流程
等。印制了《工作制度汇编》，
形成了完善的工作服务管理体
系。同时，加大帮扶慰问军队
退役人员力度，出台了《救助基
金管理办法》和《创业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专项帮扶资金。

本报讯（记者李艳红）近日，
记者从张家口相关部门获悉，针
对当地老龄化严重的实际，张家
口市将积极打造城市便利型、郊
区幽静型、农村田园型、旅游休闲
型等特色养老机构，并在养老机
构里开办医院，大力推进医养结
合的养老新模式。

据介绍，2016 年 12 月，张家
口市根据国家、省推进医养结合
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张家口实
际明确了医养结合的目标任务和
工作要求。目前该市共有民办养
老机构85家，床位1万多张，入住
老人 6000 多人，同时，正在筹建
的民办养老机构有 14 家，总投资
20 多亿元，在建床位 1.5 万张。全
市医养结合机构有 5 家，医护人
员 220 多名，12 家养老机构设立
了专门诊室，有医护人员 120 余
人。经过几年发展，现在已经有一
批医养结合机构在建设、管理、规
模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本报讯（记者高振发、刘雅静）1 月
24 日，首届“红红火火中国年”张家口年
俗国际旅游节暨第八届蔚县民俗文化旅
游节开幕，一系列年俗旅游和群众文化
活动将在张家口各地陆续举行。

随着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秘书长张春生宣布首届“红红火火中国
年”张家口年俗国际旅游节暨第八届蔚
县民俗文化旅游节正式开幕，古老的蔚
州古城景仙门城门缓缓打开，城内点旺
火、逛早市、买年货、送万民伞等充满喜
庆祥和的过年场景呈现在人们眼前，浓
郁的年味儿扑面而来。启动仪式后，中国
剪纸第一村——南张庄剪纸风情小镇举
办了《中国剪纸（一）》特种邮票及纪念封
的首发式。随后，蔚州特色年夜饭品鉴、
首届“红红火火中国年”张家口年俗国际
旅游节靓点推介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相继
举行。

“红红火火中国年”年俗文化活动总
体上分为两个板块：年俗旅游板块、群众
文化板块。年俗旅游板块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3 月 18 日（农历腊
月初八至二月初二）。群众文化板块活动
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8 日至 3 月 18 日（农
历腊月廿三至二月初二）。

首届张家口年俗国际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苏小燕、王雪威）
近日，张家口市总工会打造完
成了“三个一工程”（一体办公、
一键工会、一网服务）。至此，全
市工会组织实现了全面工作网
上办公和所有工会服务皆可网
上享受，零距离服务广大职工
会员。

据了解，2017 年，张家口
市总工会投资 385 万元，全面
推进“互联网+工会”工作，明
确了“三个一工程”目标。“一
体办公”，即建立 OA 办公系统
协同办公平台，实现无纸化办
公模式和随时随地办公；实现
市总工会与县区、直属工会以
及县区与乡镇工会的三级联
动；实现工会组织建在哪里，
工会的 OA 办公系统就铺到哪
里。“一键工会”，即工会会员
通过职工服务网和微信平台
等 多 种 方 式 ，实 现 在 网 上 入
会、网上诉求、网上咨询等功

能。“一网服务”，即通过打造
网 上 工 会 ，全 面 实 现 建 会 入
会、技术创新、普惠化服务等
全方位服务。

在打造“三个一工程”中，
市总工会依托“河北职工服务
网”的网站集群和“冀工之家”
微信矩阵，制定施工表和完成
路线图。截至目前，市总工会和
县区总工会实现人人网上办
公、无纸化办公。

据悉，张家口市总工会微
信公众号一上线就得到职工的
广泛关注。一些基层工会也都
积极创新工作模式，桥西区总
工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实现了网
上入会等新型服务职工模式；
万全区总工会精心设计了“会
资讯、惠服务、微参与”等板块，
把普惠职工服务直接搬到手机
上。如今，该市 19 个县区总工
会已全部开通实名认证的官方
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
王大庆）日前，笔者从张家口沃尔
沃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获悉，
截至 2017 年底，沃尔沃汽车发动
机年产量达到 13.6 万台，同比增
长 81.3%。其中 VEP4 型发动机连
续3年获评“全球十佳发动机”。

张家口沃尔沃汽车发动机制
造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开工建
设，总投资 31.82 亿元，生产规
模为年产 32.5 万台。其生产工
艺、标准遵循沃尔沃全球制造体
系 VCMS，主 要 产 品 为 BECH、
GEP3 和 VEP4 系列发动机，主要
供给沃尔沃整车企业。

本报讯（刘颖莉、闫亚文、王雪威）去
年以来，沽源县纪委把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作为履行职责的重要抓手，转变
思路，把重心放在日常监督和严格执纪
上，实现了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
数”的转变。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采取“抓点、延
线、点穴”相结合方式，对全县 46 个县直
单位、14个乡镇进行明察暗访，发现各类
问题线索10个，处分违纪党员干部9人，
公开通报批评 19 人，责令 9 个相关部门
负责人在全县警示教育大会上作出公开
检查。对全县 19 个医疗基层站（所）进

行全覆盖式检查，查纠各类问题 11 个。
组织各部门、乡镇从机关内部食堂管理、
婚丧嫁娶、公车改革和使用等 21 个方面
开展了自查自纠活动，县纪委对自查自
纠以及整改情况进行点穴式检查复查。

强化廉政教育工作。依托党委书记
讲党课、党校集中培训、流动廉政小课堂
廉政教育平台，组织开展廉政教育 21
次，受教育党员干部近 1000 人次。着力
推进廉政文化示范点建设，打造了县医
院、县第一中学、县住建局等廉政文化示
范点 4个，乡村廉政示范点 2 个。专门编
印《基层“微腐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读

本》，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
加大纪律审查力度。专门编印《监

督执纪工作手册》，对纪律审查各个环节
进行规范。推行纪委常委牵头，乡镇纪
委交叉审查，纪检监察室业务指导，案管
室、审理室共同审核程序工作制度，进一
步提高纪律审查水平。严把信访案件质
量关，持续畅通信访举报渠道。2017年，
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 177
件，初核 161 件，了结 55 件，立案 122 件，
给予党政纪处分 134 人，其中科级干部
27 人，移送司法机关 5 人。为国家和集
体挽回经济损失52.83万元。

本报讯（陈伟、王雪威）近日，
张家口市桥西区顺利通过省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技术评估
组考评，成为该市主城区首个省
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据了解，桥西区将慢性病防
控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纳入
各部门年度考核目标，将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覆盖全人群、
贯穿全生命周期。通过多种载体
与平台，加大慢性病防治知识宣
传，提升居民健康素养；调动群众
自我管理积极性，引导慢性病患
者由“被动防治”向“主动管理”转
变，提升慢性病管理效果。

该区还逐步完善了区—镇
(街道)—村(社区）三位一体的慢
性病综合防治工作网络，初步建
立了防治结合、分工协作、优势互
补、上下联动的慢性病综合防治
体系，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等工作，为居民提供
了覆盖生命全周期的慢性病“防
治康管”的一体化服务。

本报讯（记者李艳红）近
日，张家口市出台《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办法》明确对于在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过程中
不履职、不当履职、违法履职、
未尽责履职，导致产生严重后
果和恶劣影响的责任人依法依
规进行责任追究。

《办法》明确实行最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持属地管
理为主和“谁决策、谁负责”“谁
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

“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
复”的原则，落实好责任主体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办法》规定各级党委、政府

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
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
域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
全面领导责任。职能部门主要负
责人是本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负主要领导责
任。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坚持
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
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既
严格追究责任，又依法保护履行
环境保护职责的积极性。

该《办法》共计六章、三十
一条，分别从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责任追究事项、责任追究方
式、责任追究程序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的规定。

本报讯（记者刘雅静）日前，记者从
张家口市林业局获悉，2018年，该市计划
完成造林绿化任务 600 万亩，其中人工
造林 135.1 万亩，封山育林 203.44 万亩，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261.46 万亩。到 2018
年底，全市林木绿化率将由目前的 43%
提高到50%，提升7%。

突出重点区位绿化。包括“一区两高”
和“六高速一国道”，即冬奥赛事核心区和
延崇高速、京张高铁及崇礼支线沿线两侧
的高标准绿化和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张

承高速、张涿高速、张石高速、宣大高速和
110国道两侧以及城镇、景区、河道、旅游
线等区域的新造林和补植提升。各县区在
重点区域将至少新增一处万亩以上精品
片区，建成一批万亩、五万亩、十万亩以上
新旧对接、集中连片工程区；综合考量植
物季相变化和色彩搭配，搭配花灌木和地
被植物，形成立体复合、丰富多彩的绿化
景观；注重经济林建设，将林业产业与生
态扶贫相结合，有效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全面推进封山育林。按照“宜造则

造、宜封则封、综合治理”的要求，对深山
区的宜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
造林地等，根据不同立地条件进行全面
辅助造林。同时，采取围栏、警示标志、护
林员分区管护等措施，强化管护责任，提
高建设成效。

精准提升森林质量。按照“应栽尽
栽、应补尽补”的要求，对相关区域进行
补植补造和质量提升。对未成林地和疏
林地实施补植补造，优化林种树种结构，
丰富树种多样性。

本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
讯员仝辉）日前，阳原县泥河湾
遗址群考古取得新发现，距今
200 万年前的马圈沟遗址新发
现 3 个文化层，把上古人类活
动的文化层增加至 15 个，时代
延伸至距今 120 万年左右，进
一步丰富了文化序列，证明古
人类在泥河湾盆地演化具有很
强的连续性。

马圈沟遗址位于阳原县大
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 1500 米
处的马圈沟南端。该遗址最早
发现于1992年，1993年进行第

一次发掘，发现第一文化层，时
代为距今 155 万年。2001 年至
2005 年、2014 年、2016 年连续
进行发掘，到目前，在马圈沟剖
面已确认12个文化层。

该遗址是目前泥河湾盆地
内层位最低、时代最早的一处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时代延
伸至距今 120 万年左右，完整
的早更新世的文化序列，在东
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范围
内都是少见的，有效地证明了
泥河湾盆地早期人类演化的连
续性。

沽源

纪检监察机关去年共处置问题线索177件
立案122件，给予党政纪处分134人

张家口沃尔沃汽车

发动机年产量
达13.6万台

近日，张家口市科协创办了爱心科技大讲堂，定期免费为
主城区 300 多名农民工子弟和贫困家庭子女进行科普培训，
包括机器人、航模无线电等，以培养青少年科技兴趣。

通讯员 马佳琦 记者 王雪威摄

1月24日，首届“红红火火中国年”张
家口年俗国际旅游节暨第八届蔚县民俗
文化旅游节开幕。这是蔚州古城景仙门
开门迎客的喜庆场面。 记者 刘雅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