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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他们牵动世界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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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准格尔旗生态文明上台阶
1月29日，准格尔旗委原副书

记、旗长额登毕力格主持召开全
旗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推进会，旗
领导陈俊波、贾广华，准格尔经济
开发区及相关乡镇，旗环保、煤
炭、水保等相关单位，准能公司、
国华电厂等企业参加会议。

4月18日和6月12日，准格尔
旗环境保护局关于举行行政处
罚听证会的公告，对有关企业涉
嫌违法排污公开举行行政处罚
听证会。

6月5日，由准格尔旗环境保
护局和神华准能集团公司共同
承办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六五环境日暨生态环境宣传月
启动仪式在薛家湾举行。旗委常
委、副旗长陈俊波出席启动仪式
并讲话。

8月17日，准格尔旗企业环
境保护规范化建设暨环保法律
法规培训会在旗会议中心举行。
准格尔旗副旗长贾广华，旗环保
局班子成员、青年环保协会全体
会员及全旗200多家涉煤企业负
责人参加会议。

……
回眸即将过去的2018环境

保护工作，准格尔旗环境保护局
全体干部职工辛勤奋战环保一
线的步履铿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
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党全
国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成为普遍共识。在
全国最大产煤县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如何既要大力发展经
济，又要坚守生态底线，成为了
准格尔旗党委、政府和环保部门
破冰之行的必答题。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被称为“空气国十条”的《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自出台以
来备受各界关注。面对各地逐渐
趋紧的大气治理现状，今年以来，
准格尔旗环境保护局很抓大气污
染防治，截至目前，共有45家粉状
物料堆场完成全封闭建设，7家正
在建设，2家在开展前期工作，长

期停产的28家，16家正在全力推
进，1家煤矿已注销。

其中，西北能源已完成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任务；内蒙古天润
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低温甲
醇洗尾气治理；内蒙古蒙泰不连
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大路煤矸石
综合利用电厂1#、2#机组超低改
造已全面完成并投入运行……

与此同时，完成了118家企
业的粉状物料堆场、采坑、排土
场等位置高位视频探头安装；并
配合自治区辐射监督站完成对
蒙泰不连沟煤矿等3家企业共27
枚放射源的收贮工作。

大投入助力水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
称《水十条》)是国务院2015年4
月2日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涉及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
着力节约保护水资源、强化科技
支撑、严格环境执法监管和切实
加强水环境管理等十条举措。

为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打
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今年准格
尔旗投资1497.14万元，实施了
龙王沟塔哈拉川8号橡胶坝下游
河道治理工程；投资745.5万元，
实施了市政管网雨污工程，新建
（改造）污水管线工程3802米、新
建雨水管网896米；投资1.36亿
元，建成投运了准能污水处理厂
扩建工程，日处理能力由2万吨
增加到4万吨；国华电厂循环冷

却水深度处理项目已建成投运。
截止目前，龙王沟七道峁深

度水处理项目，已完工1.2公里
进场道路、地勘工作；采取应急
措施，设置15处拦水坝种植仿生
草，布置微氧装置；同时15处拦
水坝已全部完成蓄水，9月29开
始布置仿生水草，目前已全部种
植完成。

还有，准格尔召污水处理厂
管网全部建设完成，正在进行清
水调试；纳日松镇污水处理厂已
建成，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已接
通龙口二水源地、哈拉敖包水源
地向纳日松镇、暖水乡和准格尔
召镇集中供水管网；完成十二连
城乡水源地和布尔陶亥水源地
划定工作，并设立警示标牌；按
期完成了14处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的水质监测任务，水质达标
率100%。

除此之外，104家加油站已
完成双层罐改造；8家规模化畜
禽养殖厂建设完成了污染防治
配套设施；国电晶阳有限公司高
盐水结晶分盐工程已建成投运，
天润化肥浓盐水提浓装置主体
工程已建成，设备安装完成50%。

最严“土十条”为土壤污染

防治保驾护航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简称“土十条）。有“十三五”最
严格环保制度之称的“土十条”
是国务院2016年5月28日发布的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涉及开
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土壤环境
质量状况，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
法、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实
施农用地分类管理、保障农业生
产环境安全等十条举措。

针对土壤污染防治，今年准
格尔旗完成了准能污水处理厂
污泥无害化处理设施配套建设
工作；完成了薛家湾镇生活垃圾
填埋场防风抑尘网工作；完成内
蒙古天之骄高岭土公司危险废
物暂存池建设工作；完成了辖区
内工业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
移、处置活动的监督管理及规范
化管理考核工作；全旗13家基层
卫生院完成了医疗垃圾收集点
的建设工作；全旗6家电厂、大路
灰渣场、电石园区灰渣场全部铺
设了密目网。

在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
中，准格尔旗制定印发了污染源
普查方案，成立污染源普查领导
小组，并于今年8月24参加了全
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推进
会，9月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建
库工作，并通过国家污普办质量
核查。

不仅如此，已完成手持终端
的采购，制定了《准格尔旗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户调查方
案》；并与10月14日对该旗主要
工业企业进行了污染源普查报
表填报培训；截至目前，工业源
入户调查完成率为100%，集中
式污染治理设施入户调查完成
率为100%，入户调查总体完成
率为100%，目前正在进行数据
质量审核。

环境监管执法保持高压态势

对于项目审批监管，准格尔
旗严控“未批先建”违规项目出
现。目前，该局共审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建设项目57
个，并已完成了环评审批信息联
网报送工作。对113个环境影响
登记表类建设项目进行备案，环
境影响评价执行率100%。出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
准审批28个，对1家危废收集、送

贮机构核发了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完成验收项目30家。

全旗共37个重大项目，已全
部取得环评手续；准格尔经济开
发区规划环评已上报自治区环
保厅，现已取得规划环评审查意
见；制订准格尔旗生态保护红线
初步划定方案，拟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的面积为494.19平方公里，
占准格尔旗国土面积的6.42％。

针对环境执法，今年准格尔
旗环境保护局深入开展了春节前
后突击环境执法大检查、全国“两
会”期间环境安全专项检查、春季
环境执法大检查及矿区环境综合
整治，重点对排污单位环境风险
隐患、环评执行情况、前期环境问
题整改情况等进行了检查。

截至目前，共计出动环境监
察执法人员16495人次，检查企
业6865家次，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212份，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决定书301份。查封（扣押）14
起、限制生产1家、停产整治1家、
停工整治6家、停止供票9家(其
中:停票一周2家）。移送公安行
政拘留10起，行政拘留8人。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准格
尔旗始终把环境保护作为推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和
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转型发展进程，
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在
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创造亮点、
应对热点上狠下功夫，全旗环境
保护工作焕发出勃勃生机。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采取果断
有力措施，积极主动作为，按照
上级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
作。”在一次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推进会上，准格尔旗环境保护局
局长赵胜利强调，对于查摆出的
突出问题，要加大执法力度、彻
底整治，强力推进重点行业污染
治理，对手续不完备或环保设施
不达标的企业坚决停产整治或
关闭，努力让准格尔的天更蓝、
水更清、地更绿、空气更清新。

文/义 博 梁 磊

2018年，世界风云变
幻，新闻人物迭出。他们的
面孔，与热点事件一道，给
这一年留下独特的人物印
记。

起起伏伏

凡政治人士，起伏是
常态。2018年的国际政坛，
有新秀崛起，有老将复出，
有下台，有隐退，也有锒铛
入狱给政治生涯留下遗
恨。

2月14日，时任南非总
统祖马发表全国电视讲
话，宣布立即辞职。这是继
去年穆加贝辞去津巴布韦

总统之职后，又一个非洲
政坛传奇谢幕。祖马执掌
南非近10年，有争议，也有
赞誉，但正如南非舆论所
说：对于祖马，无论你爱
他，还是恨他，都应该尊重
他。

相比祖马，另两位前
总统的命运令人唏嘘。10
月5日，韩国首尔中央地
方法院对前总统李明博
涉嫌贪污受贿案一审宣
判，判处李明博15年有期
徒刑。他是继全斗焕、卢
泰愚、朴槿惠之后韩国第
四名遭刑事定罪的前总
统，“青瓦台魔咒”再次发
威。

在西半球，巴西高等
选举法院9月1日裁定，在
狱中服刑的前总统卢拉没
有资格参选总统。卢拉政
治复归之路仍然漫长。一
个多月后，在没有卢拉的
大选中，右翼政党社会自
由党候选人、军人出身的
博索纳罗以黑马姿态当选
新总统。

政治人物东山再起，
尤其引人瞩目。5月10日，
马来西亚政坛老将、92岁
的马哈蒂尔宣誓就任总
理。这位“马来西亚现代化
之父”时隔15年再次掌权，
也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年长
的政府首脑。

有喜有忧

2018年，叱咤风云的
国际政要站在聚光灯下，
有喜有忧。

3月18日，俄罗斯总统
普京以高票赢得第四个总
统任期。开启新任期后，面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持续
施压，普京兼具强硬和灵
活，在叙利亚、乌克兰等问
题上展现了大国博弈能
力。

相比之下，德国总理
默克尔的移民政策遭遇逆
风，其领导的执政联盟在
一系列地方选举中失利。
10月29日，默克尔宣布放

弃参加12月的基督教民主
联盟（基民盟）党主席选
举，未来也将不再竞选联
邦总理。叱咤德国和欧洲
政坛多年的“铁娘子”风光
淡去。

走进历史

总有一些人的辞世，
让人们重新翻阅一段历史
风云。

8月18日，联合国前秘
书长科菲·安南在瑞士逝
世，享年80岁。安南是重塑
联合国的改革者，也是坚
定的多边主义倡导者和实
践者。在单边主义风潮抬

头的今天，这位联合国“元
老”的离世令人感喟。

11月30日，94岁的美
国前总统老布什辞世。老
布什总统任内，见证了柏
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冷
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也
曾决定美国参与海湾战
争。

“如果宇宙不是你所爱
之人的家园，那这个宇宙
也没什么值得探索。”这是
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
金充满人文情怀的一个警
句。3月14日，这位轮椅上
的科学家永远停止了对他
所爱的宇宙的探索，享年
76岁。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