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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春节前重点工作

1 月 18 日下午，支队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全市机制砂

行业环境污染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水污染整

治专项行动、元旦春节期间环境安全应急和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

支队稽查科、信访应急科有关人员和各大队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大队要按照《鄂州市机制砂行业环境污染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要求，依法查处一批，提升整治一批机制砂

和碎石加工企业，争取春节前出成果。稽查科统筹专项整治行动，

加强调度和帮扶指导。鄂城和葛店大队要按照省环委会印发的

《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安排，

全面排查工业园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污水集中处

理及配套污水管网建设、园区环境风险管控情况，化工园区初期

雨水污染防治情况，3 月底前形成问题清单。鄂城和华容大队要

迅速整理省厅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交叉检查指出的问题立

行立改情况，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报送稽查科，稽查科加强指导，

确保整改措施可落地、能实施。各大队要以排污许可证持证企业

为依托，全面排查医药化工企业、城镇污水处理厂、医疗机构、

尾矿库和水污染物排放量大及自动监控数据异常频繁的涉水工

业企业，利用突击检查、污染源监测、无人机巡查、污染源自动

监控等多种手段发现问题线索，每半月向稽查科报送工作进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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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罚情况，稽查科定期调度，分析汇总发现的问题，帮扶和

指导各大队聚焦问题抓整改，依法查处一批典型案件。

会议强调，岁末年初各类风险隐患相对集中，做好该时期环

境安全应急和信访维稳工作意义重大。各大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组织做好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督促和帮助企业查

找和消除环境安全隐患，落实防控措施，坚决防范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坚守岁末年初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做好环境应急准备工

作，确保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能科学有效应对处置。要高度重

视环境信访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加强信息收集研判预警，及时

掌握因环境问题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加大积案排查和化解力

度，确保不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上访、负面炒作事件和群体性

事件。

会议最后强调，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对全

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各大队要增强紧迫感和责

任感，按照省厅关于抓紧抓实“两节”期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暨

推进一季度“开门红”工作要求，做好筛选发布监督执法正面清

单、查处工业企业污水偷排直排环境违法行为、打击危险废物环

境违法犯罪、打击在线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生态环境移

动执法系统的管理和使用、“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等重点

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全市生态环境执法一季度“开门红”，确保

全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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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启动机制砂行业环境污染问题专项整治

针对机制砂行业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市生态环境局于日前

印发方案，安排部署全市机制砂行业环境污染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此次专项整治的对象为全市所有机制砂、碎石加工企业，包

括重点工程项目临时制砂点、商砼企业内设的机制砂生产线等。

对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未落实“三同时”制度及

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未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扬尘污染、污染

物直排偷排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将综合运用罚款、责令停止

建设和停止生产、关闭等措施依法查处。对经过审批的合法合规

企业，要求改造升级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

施并确保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同时硬化厂区道路，落实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方案要求，各分局（大队）于 1 月 30 日前完成排查工作，

摸清企业家数和问题底数，分门别类制定整治措施。3 月 31 日

前，按照“依法查处一批、整治提升一批”的要求，全面完成整

治工作，同时加强日常巡查，严防死灰复燃。积极协调地方政府

统筹辖区机制砂产业布局，建设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机制砂生

产加工基地，彻底解决机制砂行业无序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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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指导重点企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

为加强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防控，坚守岁末年初生态环境安全

底线，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

工作的通知》要求，1 月中旬以来，副支队长邓福元带队到各重

点企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帮扶指导。

执法人员深入鄂钢公司、世纪新峰、军峰建材、富晶电子、

交投致远、人福辅料、南都新能源等 10 家企业，从责任人员、

预防预警、应急预案、应急措施、应急保障等方面开展排查，详

细了解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环境安全风险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

指导、督促企业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强化环境安全主体意识，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查找并及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严格落

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加强环境应急值守和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

作，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不足提出了整改要求。执法人员还对梁

子湖区马龙水库周边的环境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

下一步，支队及各大队将持续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严防突发环境事件发生，为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提供环

境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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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和各大队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

1 月份，支队和各大队按照鄂州市污染天气临时管控要求，

对应急减排清单中的工业企业落实停产限产等措施和建筑工地

落实降尘措施等情况进行突击检查，督促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响

应措施，严格按照环保要求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

1 月 1 日至 1 月 20 日，执法人员对世纪新峰、华重充填、

力磊建材、军峰建材、申宝建材、凌峰水泥、平达建材、迎宾门

建材厂、天台橡胶等涉气企业、银河花园、滨湖花园建筑工地以

及搅拌站等进行了检查。受检企业和花湖机场配套的降高工程、

花马湖水系改造工程等重点项目工地及其他建筑工地均按照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

本月共出动执法人员 300 余人次，检查点位 168 个。下步，

支队和各大队将继续采取昼查和夜查相结合的方式，督促企

业严格按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一厂一策”要求落实各项减排

措施，确保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及时、高效、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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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城大队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评估

为提升危险废物管理水平，积极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1

月上旬，鄂城大队对辖区 63 家产废单位和 3 家危险废物经营单

位进行了规范化管理评估。

执法人员严格对照危险废物产生、收集、利用、处置全过程

规范化管理要求，对产废单位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标识制度、

管理计划制度等 12 项制度执行情况，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经营许

可证制度、标识制度、台账和申报制度等 13 项制度执行情况进

行检查评估。

此次共检查 29 家企业，其中产废量 10 吨以上的 6 家、10

吨以下的 20 家，辖区内 3 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均纳入检查范围。

对部分企业存在的档案不规范、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防治信息未公

开等情形予以扣分。评估结果显示，29 家企业均达到规范化管

理要求。

华容大队着力做好水污染防治执法监管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环保督察反馈的红莲湖水污染问题整改工作。

召开庙岭镇雨污分流情况排查协调会、红莲湖新区雨污分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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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展红莲湖入湖排口溯源整治，对红莲湖周边企业污水排放

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利用船只、无人机等排查是否存在污水偷排

情况，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开展入湖排口水质监测。

二是加强辖区码头现场检查。组织执法人员对蓝清水务码头、

汇鑫码头等进行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储存罐生产安全、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应急措施是否完善、是否存在偷排行为、危险废

物贮存和转移量与产生量是否一致等情况。

三是加强饮用水源地日常巡查。主要检查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有无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查看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标识标牌和采取的隔离防护措施，建立了巡查

台账，同时对水源地破损围栏进行了修复，对周边白色垃圾进行

了清理。

四是扎实开展“散乱污”专项整治工作。按照《华容区集中

开展“散乱污”企业冬季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安排，对辖

区内“散乱污”问题企业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将 28 家企业纳入

整治范围。目前已全部关停取缔。

葛店大队积极推进当前五项重点工作

1 月中旬以来，葛店大队认真落实市生态环境局和支队工作

部署，着力推进当前五项重点工作，确保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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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起好步。

开展工业企业污水排放执法监管。全面检查涉水工业企业污

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排污许可证制度落实等情况。共出动

70 人次，检查企业 35 家，发现问题 5 个，均已立行立改。

开展环境安全应急专项检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对辖区内

20 家重点涉危涉重企业环境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要求企业

及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坚决遏制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做好节假

日期间应急值班工作，严格落实 24 小时领导带班制度，确保重

大信息及时传达，紧急情况及时处理。

开展医疗污水处理专项检查，对葛店开发区 3 个医疗机构和

2 个隔离点进行现场检查，重点查看废水消杀和医疗废物管理台

账，要求做到医疗废物日产日清。对葛华污水处理厂等 40 余家

重点涉水企业污水处理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到位。

开展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结合实际制

定工作方案，明确各部门各单位职责和责任分工，下一步将联合

相关责任单位开展全面排查，形成问题清单，制定有效可行的整

治方案。

开展机制砂行业环境污染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的机

制砂场进行拉网式排查，已排查企业 5 家。下一步，将根据排查

结果和发现的问题分门别类开展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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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空经济区大队多点发力加强大气污染管控

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切实改善空气环境质量，

临空经济区大队多点发力、严管严控，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

一是精准监测。委托第三方对重点区域进行 48 小时连续采

样监测，各项指标均显著优于空气质量一级标准限值，空气环境

质量总体为“优”。

二是精准巡查。自 2021 年 11 月份起，共启动三轮污染天气

临时应急管控，出动 65 人次对秸秆禁烧、机场建设各施工单位

面污染源、道路移动污染源、重点涉气企业的巡查，督促相关企

业和单位严格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三是精准管控。全面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源头控

制，指导全区 133 家企业在线填报大气源排放清单，核发排污许

可证 7 家，督促有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水泥企业和涉锅炉企业进

行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

四是精准整治。扎实开展机制砂行业环境污染问题专项整治，

建立包保责任体系，对辖区内 50 家非法机制砂、碎石加工企业，

整治专班成员分片包保，镇干部一对一包保、村书记属地包保，

督促非法生产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拆除到位。截至目前，新庙、沙

窝、燕矶整治工作已完成并通过验收，杨叶整治工作部分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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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访】1 月份共受理环境信访件 41 件，其中鄂城大

队 16 件、华容 8 件、葛店 16 件、临空经济区 1 件。按污染类型

分：水污染信访件 4 件、大气污染 14 件、噪声污染 22 件、其他

1 件。已办结 21 件，20 件在办理时限内，正在办理。

【党建工作】1 月 5 日，支队党支部组织开展“凝心聚力高

质量做好代表候选人推荐提名，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顺利召开”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湖北省部署党的二十大代

表候选人推荐提名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等方面的

文件精神，组织党员围绕如何高质量高标准做好推荐提名工作开

展交流讨论。

报：局领导班子成员。

送：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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