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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部门街镇负责人晒思路晒举措大型全媒体访谈

天蓝、地绿、水清，是每个綦江人的梦想。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碧水、蓝天、绿地、田园、宁静”五大环保行动，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提升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取得了明显成效。生态环境保护永无止境，2019年是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啥大动作？要达到什么目标？日
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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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五大环保行动
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访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勇

记者：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区生态环境局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陈勇：我们要准确把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把习总书记对重庆的殷殷嘱托全面贯彻落实到我区生态环保事业发展

中，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朝着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的目标扎实奋进，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坚定推进绿色发展，全面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脱贫攻坚工

作，确保污染防治和精准脱贫两大攻坚战协同共进，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消

除贫困的统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

记者：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重庆工作上个月刚刚结束，能

否介绍一下这轮督察的有关情况？

陈勇：好的。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从7月12日进驻重庆到8

月12日进驻结束，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察工作。我区高度重视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将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安排落实，迅速成立配合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区委书记袁勤华同志和区委副

书记、区长姜天波同志多次主持会议研究部署配合督察工作，多次做出批示

指示，并亲赴现场督办整改工作，区级分管领导靠前指挥推进问题整改，各

街镇各部门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并及时反馈投诉办理情况。本轮督察期间，

我区共收到督察组交办群众投诉34件，已全部核查办理反馈，截止8月25日

已办结20件，其余14件正在持续整改中，依法查处了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责

令整改17件，立案处罚7家。在本轮督察中，我们按照立行立改、边督边改

的要求，自始至终抓紧抓实配合督察各项工作，我区先后向督察组提供档案

资料39卷，上报工作信息30篇，区级媒体报道有关信息689条，圆满完成了

督察组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记者：目前督察工作已经结束，请问接下来将开展哪些相关工作？

陈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督察虽已告一段落，但督察不撤

场、整改不落幕，专项督察、回访暗查、回头看等“点穴式”“机动式”督察正在

成为常态。为了切实抓好问题整改，我区将尚未办结的群众投诉纳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学、先做、先改”工作清单，推动群众关心的生

态环境问题尽快全面整改到位。我们将继续按照要求有序推进第二轮中央

环保督察群众反映问题的整改工作和跟踪督查督办，同时持续巩固第一轮

中央环保督察和市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成果。我们将以督察为契机，

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整改的实效推动全区生态环保事业不断取得新

的更大的成效。

记者：请介绍一下我区推进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关情况。

陈勇：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时期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重点是大气、水、土壤三大领

域，核心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2018 年，我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打赢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

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重庆市

綦江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2018-2020年）》，明确了我区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要目标和实

现路径，即通过加强突出环境问题

治理、加快补齐环保设施“短板”、

强化环境全过程管理、深化环境监

管制度改革等多项举措，实现“水

更清、天更蓝、地更绿、土更洁、声

更静、环境更安全”六大目标。方

案印发实施以来，各项攻坚措施得

到逐步落实，我区环境质量得到持

续改善。2018 年全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319天，与2017年相比增

加32天，今年上半年我区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 160 天，同比增加 15 天，

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地表水水环境

总体良好，綦江河北渡、蒲河寨溪

大桥两个国控考核断面达到 II 类

水质；声环境总体稳定；全区未发

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安全

得到有力保障。

记者：请问接下来污染防治攻

坚战将如何继续推进？

陈勇：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形势处于关键

期、攻坚期、窗口期的重大判断，在

“三期叠加”历史性关口，我们必须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坚定

决心和信心，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

护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今年

是三年攻坚战的第二年，也是关键

之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和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

和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的指示要

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继续聚焦“水”“气”

“地”“村”“城”，持续深化“碧水、蓝

天、绿地、田园、宁静”五大环保行

动，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坚决打赢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等重

大关键性战役，不断加强生态保护

修复与环境监管，全力助推经济高

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发展与保护协

同共进，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生态环境保护永无止境，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仍面临多重挑战，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既是攻坚战

也是持久战，只有锲而不舍，久久

为功，才能绘就美丽綦江的壮美蓝

图。

记者：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看

到不少“綦江蓝”的美图，让我们感

觉生活工作在綦江非常幸福。请

问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我区接下

来有哪些举措？

陈勇：让“綦江蓝”常驻天空，

让老百姓呼吸清新的空气，一直是

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蓝天保卫

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我们将以更严更细的举措全力推

动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通过紧

盯施工、道路扬尘防治，严控扬尘

污染；突出油品质量提升，严控交

通污染；持续推进工业重点行业和

散排污企业废气治理，严控工业污

染；着力实施餐饮油烟治理、露天

焚烧整治，严控生活污染；积极有

效应对季节性大气污染等不利因

素，切实增强预警预报、联防联控

和精准施策，进一步减少污染天

气。相信经过有关部门街镇的联

合执法、应急联动、污染共治，一定

能持续改善我区空气环境质量，迎

来更多的蓝天白云。

记者: 近年来綦江在治水护水

上取得了显著成效。请问今后在

水污染防治方面将有哪些举措？

陈勇：綦江地处长江上游，綦

河属于长江一级支流，我们必须肩

负起保护好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

护好母亲河的历史重任。为此，我

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从继续推

进河长制、强化饮用水水源整治、

严控工业污水、减少生活污水、加

强养殖污染治理、狠抓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强化水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等多方面入手，加快实施綦河及

其重要支流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把

好水污染治理源头关、入口关、处

理关，全力打好碧水保卫战，让一

江碧水、两岸青山美景共存，重现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记者：近些年全国各地土壤污

染事件时有发生，也让我们更加关

注土壤污染治理工作。请介绍一

下我区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情况。

陈勇：土壤污染被称为“看不

见的污染”，更为隐蔽、滞后，一旦

污染更难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于今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填补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

专项法律的空白，为扎实推进净土

保卫战提供了法治保障。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

治示范区建设，目前已争取资金

600万元实施示范项目20个，同时

切实做好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疑似污染地块排查、土壤污染重点

企业的监管、一般固废危险废物管

理以及农用地、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等各项工作，通过落实一系列措

施，确保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真正让老百姓住得安心、吃得放

心。

记者：今年年初綦江区生态环

境局挂牌成立，请问新机构在污染

防治攻坚战和区域生态环保事业

推进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勇：2019年是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也是区生态环境局挂牌

成立后的第一年，生态环境保护事

业进入了新征程。我们已按照机

构改革有关安排有序推进了机关

内设科室名称、职能职责等的调整

变更，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和

支撑。目前我局内设五科一室，下

设一队一站一中心，共有在编人员

81 人。我们将不断加强队伍建设

和思想政治教育，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继续充分发扬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的环保铁军精神，以更高的政治站

位有力有效推动工作，持续改善区

域环境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同

时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

配合，着力夯实街镇监管基础，形

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在市生态

环境局和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全力以赴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不断推动我区生态环境

事业取得更大成效。

记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除

了政府层面推动，需要社会各界做

些什么？公众怎样参与其中，为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贡献力量？

陈勇：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需要构建党委政府领导、部门

配合、企业履责、全民参与的生态

环境保护格局，必须多方形成合力

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各界

的理解、关注、参与是重要的助推

力量。俗话说“涓涓细流能够汇成

汪洋大海”，点滴力量终将汇聚成

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能量。在此

我们发出倡议，希望市民朋友们主

动养成文明、节约、绿色的消费方

式和生活习惯，把环境保护意识转

化为保护环境的自觉行动，从参与

低碳出行、节约资源、垃圾分类、植

树绿化等身边小事做起，让人人成

为保护环境的参与者、建设者、监

督者和受益者，共同把綦江建成天

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的美丽家园。

[持续深化五大环保行动]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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