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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肃政办发〔2021〕16 号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肃南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省市驻肃）各部门、单位：

现将《肃南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工作职责，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肃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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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省、市、县全面强化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

推进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县生态环境保护，守住生态环境安

全底线，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

题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和《张掖市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牢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按照“底数清、情况明、

数据准”的要求，集中力量对全县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全方位、

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找准解决问题的突

破口和发力点，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真抓实干的作风、务求实效

的举措，切实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整治到位，确保老问题无

反弹、新问题不发生，坚决筑牢守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全

县经济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二、重点任务及工作责任

重点围绕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生态修复治理、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4 个方面，聚焦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环境风

险、生态涵养、水土保持、河湖“清四乱”、产业结构布局、“四

水四定”、节约用水及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等情况进行排查。

各乡镇和县直各部门单位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一岗双

责”规定，主要负责人为本乡（镇）、本行业领域排查整治第一



- 3 -

责任人，负责本乡（镇）、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检查、

督促整改、定期调度和督导检查等工作，确保全县生态环境问题

得到全面整治。

（一）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方面

1.生态破坏

自然资源局负责重点排查整治各类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建

设、非法开采、矿业权退出不彻底以及相关历史遗留问题。

生态环境分局牵头，水务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工

信局配合重点排查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各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林草局及各乡（镇）政府负责重点排查生态敏感区各类毁林、

毁草、毁湿、禁牧区偷牧抢牧等破坏生态行为。

自然资源局、水务局按照职责分别牵头负责各类违法违规采

砂、采石、采矿，非法侵占河湖岸线，以及历史遗留地质矿山生

态修复治理不到位情况。

2.环境污染

（1）水环境污染问题

生态环境分局牵头负责重点排查整治化工、石油、造纸、酿

造、制药、印染、焦化、制革等行业企业污染排放情况，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厂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污泥规范化处置及各类超

标超总量排放、乱排乱放、偷排偷放等情况。

住建局负责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染防治设施建

设运行情况。

农业农村局负责重点排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情况。

水务局负责重点排查河道及河道周边乱采乱建问题。

（2）大气环境污染问题

生态环境分局牵头负责重点排查各类工业企业及燃煤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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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脱硝、除尘等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不规范等情况。

农业农村局、住建局、生态环境分局、工业园区管委会、各

乡镇，按照职责分别牵头负责排查“三烧”、“三尘”等污染环境

问题。其中农业农村局负责烧荒、烧秸秆污染防治问题；住建局

负责城区焚烧垃圾污染防治问题及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问题；工业

园区管委会负责工业园区内扬尘污染防治及垃圾焚烧问题；各乡

镇对辖区内的秸秆、垃圾焚烧及扬尘污染问题进行管控；生态环

境分局对大气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综合监管。

（3）土壤环境污染问题

生态环境分局重点排查整治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焦化、

电镀、医药制造、铅蓄电池、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等行业企业关闭

搬迁遗留地块管控和治理修复。

自然资源局负责排查污染地块违法开发利用等问题。

农业农村局负责排查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小区）废弃物污

染防治和综合利用不到位、禁养区内养殖场关闭情况等问题。

（4）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污染问题

生态环境分局负责重点排查整治危险废物处置和风险防控

措施落实不力，不规范堆放、随意倾倒、非法废弃危险化学品、

危险废物等污染问题。

卫健局负责排查各医疗机构、诊所不规范堆放、随意倾倒和

非法处置医疗废物、废弃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问题。

农业农村局负责排查违规使用塑料薄膜、废弃农膜回收不到

位等白色污染和农村垃圾污染等问题。

交通局负责排查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运输安全问题。

（5）渗滤液污染问题

生态环境分局牵头负责排查整治各类垃圾填埋场、尾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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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矿渣堆场、历史遗留矿山等渗滤液处置不到位导致环境污染

等情况。

住建局负责重点排查垃圾场渗滤液处理设施规范建设运行

情况。

自然资源局会同应急局负责重点排查尾矿库、矿石矿渣堆

场、历史遗留矿山的渗滤液处置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3.环境风险

生态环境分局牵头负责重点排查沿河、沿湖生产企业环境风

险隐患及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应急局负责矿山、尾矿库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排查整治，

消除危险尾矿库、堆渣场、采空区等生态环境安全隐患，以及环

境风险应急管理不力等问题。

交通局负责排查整治由道路交通运输安全事故引发的环境

污染问题。

（二）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方面

4.生态涵养

林草局负责重点排查整治生态敏感区域生态功能退化、草场

林木退化、草畜平衡措施落实不力，草原减畜任务未完成、禁牧

措施不落地等问题，生态治理修复措施落实不到位，自然保护地

违规人类活动等问题。

5.水土保持

水务局负责重点排查整治各类水土保持工程、固沟保塬综合

治理工程、重点区域植树造林工程落实不力以及日常水土保持预

防、监测、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6.河湖“清四乱”

水务局负责重点排查整治河湖长制落实中存在的问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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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河湖“清四乱”（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常态化规范化

机制不到位、非法围河围湖，在行洪区非法堆放固体废物，违法

建设房屋、违法种植养殖等问题。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

7.产业结构布局

发改局负责重点排查整治违反产业政策上马高耗水、高耗

能、高污染等工程项目，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域化工等行业

企业环境管控、新上化工等行业生产项目环境准入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

生态环境分局负责重点排查整治违反项目环评、区域规划环

评和工业园区规划环评要求随意上马工程项目及“散乱污”企业

问题。

8.“四水四定”

水务局负责围绕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的基本要求，排查整治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

题；不合理用水，以及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推进农业节水、实

施全社会节水行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重点排查违

规取水、超采地下水、中水回用目标不落地，以及违规占地挖湖

等侵占耕地和水资源等问题。

（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方面

9.高标准抓好两轮中央环保督察、两轮中央巡视、国家审计

和省级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行动指挥部办公室负责逐

一排查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及中央巡视、国家审计和省级环保督查

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对已办结销号的问题，要排查是否整改

到位、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出现问题反弹、是否存在群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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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投诉等问题，如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治到位；对正在组织整改的

问题，要强化部署、加大力度、压实责任，确保整改工作的进度、

质量和成效。

10.持续巩固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治理成效

自然资源局、林草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按照各

自工作职责分头全面梳理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排查中发现的各类

生态环境问题，扎实开展“回头看”，建立完善排查问题与整治

任务台账。生态环境分局全面掌握辖区内生态环境隐患，对各类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统一监管，督促各单位持续巩固祁连

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治理成效。

11.全面推进全县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整改整治

生态环境分局牵头负责对“清底”执法专项行动和自然保护

区外围区域排查发现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全方位、无死角开展

“回头看”，对整治不全面、不彻底的，督促对标对表立即整改；

对完成整改需要长期坚持的，定期督促检查，确保问题不复发、

不反弹。

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对工业园区违反项目环评、区域规划环

评和工业园区规划环评要求随意上马工程项目，工业园区内企业

各类超标超总量排放、乱排乱放、偷排偷放，违法设置入河（湖）

排污口，工业园区内各企业危险废物处置和风险措施落实不力，

随意倾倒危险化学品、固废（危废）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工信局负责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及环境保护相关制

度，推动实施清洁生产、实现节能降耗，减少工业废水、废气、

废渣等污染物排放，落实散煤煤质管控，煤炭专营市场及二级配

送网点污染物治理，推动城市建成区内有色金属等污染较重工业

企业有序搬迁整改、关闭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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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负责对生态敏感区域交通运输等可能带来的次生环

境风险以及环境风险应急管理不力，落实机动车强制维修制度及

各机动车维修网点环境问题治理，穿越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交通运

输项目配套建设防撞护栏、事故导流槽和应急事故池等情况进行

全面排查整治。

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危险废物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问题；

餐饮行业油烟治理、噪音扰民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公安局负责对落实老旧机动车淘汰任务情况，未按照规定时

段、规定区域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及交通运输和非经营性等社会生

活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住建局负责对落实清理城市规划区露天流动烧烤、店外设灶

等行为，城区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

他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物质等行为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文旅局负责对各类旅游景区、旅游住宿业生态保护和生态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落实生态保护、生态恢复措施情况，文化娱乐场

所环境管理，防止噪声等污染防治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各乡镇负责对辖区内生态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做好乡镇污

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和农牧村生活垃圾规范化处置，落实“三烧”

（烧荒、烧秸秆、烧垃圾）监督管理，畜禽养殖场(小区)废弃物

污染防治监管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红湾寺镇负责对城市道路洒水和清扫以及喷雾车、湿法降尘

车配备情况，城区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和规范处置情况进行

全面排查整治。

三、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1 年 3 月 3 日至 3 月 5 日）

各乡镇、各部门单位要按照全县全面强化生态环境问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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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安排，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工作专班，细化工

作措施，立即启动排查整治工作。

（二）排查整治阶段 (2021年3月6日至2021年4月30日)

各乡镇、各部门单位要根据实际，围绕排查重点，举一反三，

建立问题清单和工作台帐。坚持从实际出发，边查边改，立行立

改；需要分阶段推进的，把握时间节点，在规定时限内取得阶段

性成效；需长期整治的，持续推进落实，确保整改到位。

（三）总结提升阶段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26 日)

各乡镇、各部门单位要对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认真梳

理总结，充分挖掘排查整治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形成

典型案例，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前将工作总结、典型经验及案例

报县指挥部及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部门单位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

查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贯彻落实全县全面强化生态环境

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切实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

履责于行。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各乡镇、相关部门单

位负责人为成员的肃南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全县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分局，具体负责全县全面强化生态环

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的组织实施及跟踪调度。

（二）压紧靠实责任,强化督查督办。各乡镇、各部门单位

要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照《肃南县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目标，细化整改措施，明确

责任主体，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按时限要求全面完成整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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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杜绝出现层层失守“放水”和“表面整治”“虚假整治”“敷

衍整治”“假装整治”“一刀切”等问题发生。同时，县纪委监委

要加强监督检查，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履职不尽责、

措施不落实、问题不解决的单位和个人依纪依规严肃处理。

（三）严格调度跟踪，健全完善机制。各乡镇、各部门单位

要紧扣工作任务时限要求，认真研究制定本单位本乡（镇）、本

部门整改工作方案，列出整改任务清单，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任务书，确保政策、责任、资金、技术落实到位。领导小组

办公室要强化对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情况的跟踪检查、定期调度，

及时掌握排查整治进度，建立完善排查问题与整治任务台账，全

面掌握辖区内生态环境隐患，建立健全督导体系，严格实施调度

预警通报制度。

（四）严厉打击违法，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各部门单位

要坚持“严”字当头，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惩处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行为。加强部门间联合执法，通过夜查、暗查、节假

日突击检查等方式，增强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实效，持续营造

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高压”态势。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网络、“两微一端”等媒体，广泛宣传生态环境整治、保护和修

复的先进典型，公开排查整治工作信息，全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同时，充分发挥“12369”“12345”举报电话作用，自觉接

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

附件：肃南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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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肃南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钟向辉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安维辰 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振华 张掖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成 员：毛 杰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陆文德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盛海霞 县发改局副局长

张 瑜 县工信局局长

索国梁 县公安局副局长、森林执法队队长

全有军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安灵均 县住建局局长

盛殿军 县交通局局长

汤学成 县水务局局长

王建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孙玉国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张登成 县应急局局长

贺卫国 县卫健局局长

陈怀东 县文旅局局长

彭吉廷 县林草局局长

兰丛姗 红湾寺镇人民政府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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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建军 皇城镇人民政府镇长

毛 强 马蹄乡人民政府乡长

党春梅 康乐镇人民政府镇长

祁小勇 白银乡人民政府乡长

钟向民 大河乡人民政府乡长

白文雷 明花乡人民政府乡长

贾伟民 祁丰乡人民政府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生态环境分局，具体负责全县生态环

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张振华同志兼任。领导小组

成员如有变动，经报组长同意后，由成员单位接任工作的同志替

补，不另行文。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