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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向基层传导 治理向源头推进
——在大城县臧屯镇体验廊坊乡镇空气质量监测考核工作

生命，定格在巡逻路上
——追记廊坊市交警二大队牺牲民警郭文江

全市开展

﹃
散乱污

﹄
企业追责问责行动

□通讯员 卢艳丽 刘亮
记 者 孟宪峰

2017 年 12 月，廊坊市 90 个乡镇全部
建起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建设并在全省
率先实现乡镇空气质量实时发布。从
2018 年 1 月开始，廊坊市正式实施对乡镇
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排名考核。乡镇空气
质量持续进入倒数排名的，相关乡镇主管
和主要负责人被列入约谈、问责，直至引
咎辞职名单。

历时数年攻坚克难、科学治霾，廊坊
空气质量持续好转，但同时污染下降空间
也变得十分狭窄。从去年起，廊坊充分利
用90个乡镇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将治霾
压力向基层传导，将作战目标向源头推
进，为实现区域协同治霾、精准治霾发挥
了积极作用。近日，笔者来到大城县臧屯
镇实地踏访，感受乡镇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站运转一年多来，带给当地的变化。

摸清底数，找准污染源头

近日，笔者沿廊沧高速臧屯出口下
道，来到位于大城县南部的臧屯镇。这个
镇子位于省道廊泊线和廊沧高速形成的
夹角里，交通方便。

镇政府院内一架高高的塔站上，一根
金属质地的空气采样头伸出站房顶端，采
样后的空气经过屋内空气质量连续自动
监测设备的检测，准确报出周围环境的
PM2.5、二氧化硫的实时浓度值。与此同
时，这些数据在廊坊市环境空气质量（乡
镇站）发布系统上实时公布，90 个乡镇的
空气质量排名一目了然。

“自从乡镇建起了空气质量监测点，
我们对自己工作生活区域的空气质量才
有了清晰的认识。”臧屯镇党委书记刘成
介绍，“过去也感觉环境差，但差到什么程
度、污染源来自哪里不清楚。现在，设了

这个监测点，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清晰显示出来。”

刘成说，刚到臧屯镇工作，就先后多
次因空气质量排名落后而被市大气办公
开约谈。痛定思痛，他们认真反思、深挖
根源，邀请市、县环保专家对臧屯镇问题
把脉会诊、对症下药。

臧屯镇来往车辆多，街里铺设的红砖
道早被轧坏，道路扬尘严重。“过去乡镇治
理扬尘靠洒水，拿个塑料管接上自来水就
在路上洒，可并不奏效。”大城县大气办主
任李光辉介绍，经过专家指导，他们才明
白，土路上洒水湿气大，反而对改善空气
没有好处，必须先进行道路硬化。

只有从根本上改善乡村面貌，才能扭
转空气质量落后的局面。臧屯镇党委、政
府多方筹集资金，投资 300 万元对镇区街
道进行全面硬化。另外，加快推进廊沧高
速、272省道两侧及重点村街造林绿化，购
置湿扫车、洒水车对道路进行科学作业，
最大程度抑制扬尘。

短短几个月，臧屯镇面貌一新。新铺
装的水泥路面干净整洁，政府东侧建起了
小公园，西侧新规划了停车场。从去年 9
月起，臧屯镇正式退出全市空气质量排名
后十的行列。

“通过对排名后十的乡镇现场核查分
析，空气质量排名较差的乡镇普遍乡镇企
业数量较多、工业密集，形成了人口密度
大、运输车辆多、污染排放总量大、环境质
量差的特点。”廊坊市大气办副主任李春
元介绍，对自身污染源摸清底数之后，各
乡镇开始通过企业排污监控、乡镇环境整
治、高排放车辆监管、燃煤管控等手段加
强环境综合整治，大气环境质量有了明显
改善。

以考促治，服务经济发展

保温建材行业是大城县传统特色产

业，臧屯镇是县里保温建材企业较为集中
的乡镇之一。“这里拥有 200 多家保温建
材企业，一些企业的排污设备不到位，导
致 PM2.5、二氧化硫等指标偏高。”刘成
介绍。

“乡镇监测点设立以后，指数排名十
里八乡都知道，一些保温建材企业在启
动应急响应时主动停产、限产。”刘成说，
臧屯镇长期徘徊在全市空气质量排名后
十的现实摆在面前时，许多企业纷纷表
示，要支持全镇空气质量改善，宁可少挣
几 个 钱 ，也 要 保 住 群 众 生 存 必 需 的 好
空气！

“约谈和奖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
以考促治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李春元
介绍，他们组织专家进企业上门讲解环保
政策，及时提供技术指导，逐一帮其分析
问题、科学分析污染源，帮助被约谈单位
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

走进大城县洪海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公司投资近 3000 万元新上的
一套环保设备已投入使用。“我们目前使
用双脱硫塔，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VOCs、
粉尘颗粒物等污染物进行处理，最终可以
达到国家规定的超低排放标准。”公司总
经理刘海涛介绍，在环保专家的指导下，
公司近年来不断更新环保设备，从布袋除
尘到静电除尘，再到湿式静电除尘，环保
标准越来越高。

据介绍，大城县去年举全力开展“散
乱污”企业整治“回头看”专项行动，对整
改无望的，坚决予以“两断三清”；对所有
环保手续齐全的企业加大日常监管，同时
利用企业在线监测系统，要求辖区内岩棉
企业、橡塑电缆等重点企业实现稳定达标
排放。“整改前全县有 150 多家岩棉企业，
整改后只剩下21家，但每家企业的生产效
益都大大提高。”大城县政府办公室副主
任赵贺杰介绍。

协调联动，奖惩倒逼责任

在大城县大气办主任李光辉的手机
上，一个名为“大城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群”的微信群十分活跃，不断弹出新的
消息。

“津保路西关路口对面一汽修厂正在
焚烧垃圾，请责任单位及时处理。”此消息
发出仅 20 分钟，群里其他同志就回复
道：“修车厂附近火点已经处置完毕。”

“这个群里不仅有相关部门的负责
人，还有县主要领导，出现难以解决的问
题，主要领导直接协调。在群里，大气污
染巡查组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对话部门负
责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李光辉介
绍，他们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县大气办、环
保局、各乡镇之间增强协调联动，组织巡
查队对各乡镇村街进行不间断巡查，发现
问题第一时间通报，确保及时整改到位。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廊坊将全市
10个县（市、区）90个乡镇分为北中南3个
片区，定期对全市所辖乡镇的环境空气质
量进行排名汇总，并向社会公布。

廊坊市大气办对每月空气质量排名
倒数第一的县（市、区）和每月分组排名后
三的乡（镇）给予经济处罚，并根据排名倒
数月份量多少，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约谈
问责。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共实施经济
处罚2.146亿元，市、县两级共组织约谈51
次，要求相关人员公开做检查 55 人次，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5人。

“臧屯镇是廊坊市把治霾压力向基层
延伸的一个缩影。实践证明，乡镇空气质
量监测考核工作的实施，使大气污染的源
头进一步暴露。治霾压力传导到基层，才
能更加压实责任，解决上热下冷问题，确保
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李春元介绍，通
过乡镇的全方位管控，乡镇整体环境和区
域空气质量大大好转，得到群众普遍欢迎。

□通讯员 刘 颖 李新苓
记 者 解丽达

2 月 14 日上午，寒风凛冽，雪花纷
飞。近千人的送别队伍聚集在廊坊市殡
仪馆，送别因公牺牲的民警郭文江。

今年 50 岁的郭文江，是廊坊市公安
交警支队二大队廊泊公路巡警中队中队
长，主要负责廊霸线、廊泊线以及辖区 6
个大货车管控卡口的日常勤务工作。2
月12日，春节上班后的第二天，郭文江执
行巡逻任务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把生命
定格在巡逻路上。

郭文江从警27年，他始终值守一线，
节假日几乎无休，终日奔波在辖区各个
路段上。多年来，郭文江先后荣立个人
三等功 3 次，荣获个人嘉奖 12 次，被省公
安厅评为“畅通工程”先进个人，被市公
安局评为奥运安保先进个人。

每天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岗

“每天早上 6 时 45 分在大队一楼大
厅点名，郭队长永远是比我们早到 5 分
钟，晚上下班又是最后一个走！”遗体告
别仪式上，与郭文江朝夕相处十多年的
同事王学强，红着眼圈告诉笔者，“队长
就是太累了！十几年跟他相处下来，从
没见过他有一丝懈怠！”

郭文江从年轻时起就有心动过缓的
毛病。2018 年 5 月，郭文江在家人的催
促下到北京安贞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
心房扑动、三度心房传导阻滞。7 月 5
日，他接受手术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医
生嘱咐他，至少休息两个月。但他勉强

在家歇了1个月，就又匆匆上岗。同事劝
他换个轻松的内勤干，他硬是不肯。

牺牲前一天，2 月 11 日 19 时 30 分，
郭文江在成功劝返3辆大货车，处理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 20 余起后，拖着疲惫的身
躯回到中队。整理完当天的警务记录，
已是晚 20 时。吃完晚饭，他又搬着手提
电脑到儿子郭翀屋里，请他帮忙制作交
警执勤战术技能培训课件，直到 22 时 30
分才上床休息。

“父亲平时收集的培训文字、资料都
存在电脑上，我负责整理制作 PPT，因为
他不太懂电脑操作。”郭翀告诉我们，这
并不是单位的要求，而是父亲保持多年
的习惯。他总是把去外地培训的资料积
累下来，制成课件，给年轻民警讲，提高
他们的执法技能。

同事的“引路人”，亲人的“主心骨”

交警二大队办公室主任于国兴，从
2000 年一入警就跟着郭文江，这位名副
其实的“引路人”带了他5年。

于国兴刚从警校毕业时，一次在纠
正违章时，跟群众发生了冲突，说出来的
话带着脏字。一旁的郭文江狠狠批了他

一顿：“你怎么能跟群众这么说话？我们
执法要文明规范，尽量不要跟群众发生
矛盾⋯⋯”

在常人眼里，郭文江也许不是一个
好丈夫、好父亲。每天 6 时，他就起床离
家，一般 19 时下班，遇上恶劣天气、交通
拥堵等状况，还要加班到深夜才能回家。

“由于节假日也要值班，休息很少，
他几乎没带我们俩去远处游玩过。”郭文
江的妻子张响苹说。儿子郭翀小时上幼
儿园的 3 年里，郭文江一共接送不超过 3
次。“现在想想，去年父亲手术后，我陪床
的一个月，虽然辛苦，却是这些年来，父
亲最长的一次休假。”22 岁的郭翀哽咽
着说。

工作中的“铁面人”，生活中的
“热心肠”

在亲朋好友的眼中，郭文江温和热
心，但一涉及公事，他坚持原则、铁面无
私，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郭文江的初中同学曾照路讲起27年
前的一件小事。当时，郭文江刚刚到交
警部门工作。在一次执勤中，他拦下了
一辆违规车，车主竟是同学。同学以为

郭文江会“放他一马”，不料郭文江照样
扣车罚款。

“知道他刚正，同学很少找他办事
儿，偶尔有人想找他走个后门儿，也总被
告知‘走正常程序’。但是工作之外，对
于同学和朋友的事儿，他又比自己的事
儿还上心。”曾照路说，去年同学的妈妈
生病住院，郭文江跟着忙里忙外，丝毫没
有考虑自己也刚刚做完手术。

而在工作中，郭文江遇到身处困境
的群众，却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2017 年 8 月 9 日 7 时 40 分左右，郭
文江巡逻途中接到辅警宋晓力报告，一
名临产孕妇急需去市里医院，需要警车
带路！郭文江批准后，马上用电台让前
方沿途各路口提前启亮绿灯，交警疏导
过往人车避让，全力保证轿车优先通
行。结果，仅用了约10分钟，载着临产孕
妇的轿车就停靠在广安医院门前，保证
了婴儿顺利出生。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近年来，郭
文江带领中队共为群众做好人好事60余
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铮铮誓言，
诠释了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

本报讯（通讯员孟洁、陈正）2 月
14 日，廊坊在全市启动“散乱污”企业
追责问责专项行动。

据介绍，此次行动的总体目标为，
在 2017、2018 年“散乱污”企业整治
工作基础上，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
排查工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实现

“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加大督导检
查力度，对排查整治不彻底、瞒报漏
报、逃避监管的企业予以严肃查处，对
相关监管单位（管理属地、监管部门
等）的责任人依规依纪予以严肃问责，
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专项行动分动员部署、全面自查、
排查问责 3 个阶段。各地将严格按照

“散乱污”企业界定标准，在已有基础
上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对排查新发
现的无土地手续、备案手续、环评审批
手续的污染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取缔一起，巩固“散乱污”企业整治
成果。对“回头看”和排查发现的“散
乱污”企业建立企业动态整治清单，分
类造册，逐一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
整治措施、完成时限。

此外，该市将对“回头看”发现的
“散乱污”企业问题持续督促整改，对
新发现的“散乱污”企业，第一时间做
出处理。各地结合新闻媒体曝光、信
访举报等工作，加强对辖区内“散乱
污”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的督导检查，严
查重处“散乱污”企业违规生产、违法
排污等行为，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
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通讯员周洪娜 记者孟宪峰）在近日举办的
“文旅深度融合、乐享精彩河北——2019 河北文化和旅
游公布”活动中，廊坊荣获“2018河北市级旅发大会优秀
获奖单位”等12个奖项，并在2018旅游宣传品大赛中获
得两个奖项。

此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旨在通过宣
传河北文化和旅游品牌标杆，展示过去一年发展成果，推
介河北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进一步提升美丽河北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助推河北加快向文化和旅游强省迈进。

发布活动中，廊坊共荣获12个大奖项，分别为：廊坊
市获“2018河北市级旅发大会优秀获奖单位”，香河县获

“2018河北优秀全域旅游创建单位”，廊坊水岸潮白田园
综合体获“河北旅发大会优秀新业态项目”，廊坊新绎七
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丽娜获“2018河北最美旅
游人”，荣盛康旅捷克南摩拉维亚洲中药水疗康复中心项
目获“2018河北十大对外交流优秀案例”，乐聪互联网众
创空间获“2018 河北十大文化产业优秀创业平台”，“廊
坊旅游”“畅游永清”获“2018 河北十大文旅微信公众
号”，廊坊旅游智慧公厕管理系统项目、廊坊旅游管理智
慧综合系统项目获“2018河北十大智慧旅游项目”，永定
河自行车运动公园获“不得不约的网红打卡地”，廊坊博
物馆获“不得不访的精品博物馆”。

此外，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18旅游宣传
品大赛中，《乐道廊坊》系列丛书获得宣传品类二等奖，《京
津乐道 绿色廊坊》宣传片获得电子宣传品类三等奖。

廊坊荣获“2018河北
市级旅发大会优秀获奖
单位”等 12 个奖项

位于永清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德基机械是一家从事环
保节能型沥青混合料搅拌成套设备制造的科技创新型企
业。多年来，该公司坚持科技创新之路，不断加大对新
型节能环保产品的研发，产品出口俄罗斯等国家。

通讯员 陈辉 金志超摄

本报讯（通讯员李伟 记者孟宪峰）2 月 22 日，在三
河市召开的“三深化三提升”活动动员大会上，三河市桂
宇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首次获得河北省知名品牌的企
业获得表彰奖励，其中获得 2017 年度河北知名品牌（产
品类）的企业分别得到奖励20万元，获得2017年度优质
产品、河北省效益型先进企业、河北省知名品牌（服务类）
的企业分别得到奖励10万元，共计160万元。

近年来，三河市认真贯彻落实质量强市各项安排部
署，推动三河制造向三河创造、三河速度向三河质量、三河
产品向三河品牌转变。开展产品品牌培育工作，三河市连
续实施重点行业和领域“十大质量专项提升行动”，围绕高
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农业，
先后为180家企业制定了品牌创建规划，出台了创优质产
品扶持奖励政策，激励企业争创产品和服务品牌。

另外，全力创建服务品牌。三河市在商贸流通、餐饮配
送、健康养老、教育等领域，打造叫得响的服务名牌。“福成
食品”成为餐饮连锁供应领域的知名品牌，占据全国民航食
品20%的份额；燕达医院等推出50个创新医疗服务品牌项
目；三河市职教中心荣获“全国基层职业教育示范校”荣誉
称号。2018年，百世金谷等13家企业申报了河北省服务名
牌，申报数量是2016、2017两年申报数量总和的两倍。

三河奖励2017年度
省 知 名 品 牌 企 业

洁仕宝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不断加大科技研
发投入，目前获得专利
达70多项，一根小小的
拖把就拥有 8 项专利。
其产品已遍布全国各地
300 多家超市，并出口
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这
是在生产车间内，工人
正在组装拖把。
通讯员 刘向 徐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