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15〕128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2015年度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2015年度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

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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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2015年度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巩固、完善大气污染防治

措施,持续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针

对往年冬季大气污染严重的特点,为减轻今年冬季污染程度,制

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针对我市冬季污染防治工作特点,突出减排重点,细化量化

目标,明确职责任务,协同联动联防,下移监管重心,动员全民

参与,舆论跟进宣传,严格奖惩机制,解决一线问题,通过分时

段、有侧重地严管、严查、严惩、严考等严格防控措施,确保冬

季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得到改善。

二、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冬防特别管控措施,确保城区PM10和PM2.5两

项污染物2015年年均浓度完成省定目标任务,逐渐消除冬季极

端重污染天气,稳步提高月度排名,让广大市民看到更多的蓝天

白云、呼吸更加洁净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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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时间和区域

实施时间:从2015年11月1日起到2016年3月31日。

实施区域:按照重点区域、建成区、市区 (市内五区、四个

开发区)、全市域4个层次,实施冬季大气污染重点管控和全面

防控。

四、工作措施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重点管控对象为扬尘、燃煤、工业、机动

车尾气、低空面源5大类污染源,同时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

措施。

(一)防治扬尘污染

1.开展 “全城清洁”行动。11月起,每周组织开展1次

“全城清洁”行动。一是全面彻底清洗建成区内住宅小区、企事

业单位公共区域,整治各类卫生死角,清理积存垃圾;二是对市

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环境卫生进行整治,清理垃圾、杂物;

三是对重点区域道路绿化带、树木、花坛及广场绿化区域实施冲

洗降尘作业,减少植被积尘。

牵头单位:市爱卫办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市城管局、

园林局、住房保障局

2.治理施工工地扬尘。

(1)重点区域内施工工地严格按照 “6个100%”标准要求,

全部建成样板工地,有一项不达标的坚决停工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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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区所有工地按照 “6个100%”标准要求整治达标。

牵头单位:市城建委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3.治理道路扬尘。

(1)重点区域内每天对所有道路进行吸尘,视天气情况进行

冲洗、洒水降尘,全部打造成样板路。

(2)建成区主次干道全天候做好清扫、保洁,视天气情况进

行冲洗、洒水降尘。

(3)建成区背街小巷每周至少冲洗一次。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4)市区城乡结合部、国省道、主干道连接线全部进行硬

化。

牵头单位:市交通委、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4.强化渣土车管理。

(1)开展为期2个月的渣土车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无证

运输、带泥上路、沿途抛洒、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行为。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市交警支队、市城建委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2)严禁渣土车驶入重点区域道路,合理规划渣土车行驶路

线并报市大气办备案,对渣土车行驶路线进行跟踪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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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5.严控沙尘影响。气象预报风速达到四级以上或者出现重

污染天气预警时,市区全部停止土石方作业、拆除工程以及其他

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同时及时进行覆盖,加大洒水降尘力

度。

牵头单位:市城建委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二)防治燃煤污染

6.加强燃煤设施监管。严厉打击燃煤小锅炉等非法燃煤设

施,对市区燃煤小锅炉进行排查,依法取缔。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7.严格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按照 《郑州市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开展专项督查,坚决杜绝禁燃区内

小饭店、流动商贩等经营性燃煤小炉灶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不

符合规定的燃煤设施。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8.加强居民生活用煤管理。建成区内引导居民改用天然气、

电等清洁能源,不能改为清洁能源的,必须提高煤质,减少燃煤

造成的污染;对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的适当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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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9.严格监控煤炭质量。

(1)本市用煤单位和个人禁止使用劣质煤。

全市民用煤全硫含量曑0.4%优质煤。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发电企业和其他工业企业要使用全硫含量曑0.5%的优质煤。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2)在全市范围内,针对煤炭市场煤质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集

中整治行动,对销售不合格煤炭的单位依法进行查处。

牵头单位:市煤炭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市煤炭局,市商

务局,市质监局、市工商局

(三)防治工业大气污染

10.优化发电、供热燃煤机组调度管理。发电、供热燃煤机

组要提前完成优质煤存储工作;科学制定供暖起炉和电力调度计

划,减少机组启停频次,确保起炉过程污染物达标排放。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11.加快工业企业治理工程进度。10月31日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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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蓝天工程行动计划》年度治理任务的工业企业一律实施

停产治理。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12.推广工业窑炉和低负荷条件下运行燃煤供热锅炉的烟气

循环工作,进行废气量减排,降低污染物排放量。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13.加强工业企业运行管理。督促全市涉气工业企业将全年

生产设备和污染防治设施定期停产检修时间安排在冬防期间;冬

防期间污染防治设施确需维修的,一律采取停产维修方式。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14.与重点大气排污单位签订 “冬防”承诺书,督促各重点

企业就 “冬防”期间控制煤质、强化环保设施管理、确保达标排

放、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时减产减排等事项进行公开承诺,对违

反承诺的依法顶格处罚,实施停产治理。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15.加强工业企业环境监管。

(1)对安装在线监控设施的重点涉气污染源,开展为期两个

月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在线监控数据造假、污染防治设施

—7—



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对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责任

人员按照法律法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对其他涉气污染源,开展环保执法集中整治,重点加大

监督性监测频次、现场检查频次,对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从严处

罚。

(3)持续开展 “十五小”“新五小”环境违法行为整治。对

排查出的 “十五小”、“新五小”企业建立台帐,登记造册,督促

辖区政府依法采取 “断水断电、拆除设备、清除原料、恢复原

貌”等措施的标准拆除、关闭、取缔到位,对存在的环境违法行

为达到移送条件的,立即移送司法机关。对各乡 (镇)、街道办

事处存在 “十五小”“新五小”未排查上报的,追究各乡 (镇)、

街道办事处的责任。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四)防治机动车污染

16.黄标车不上路。严格落实黄标车禁行要求,11月1日

起,全市区域内禁止黄标车和无绿标车通行,对闯禁行的黄标车

发现一辆、查处一辆。

责任单位:市交警支队

17.农用车不进城。加大对农用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

车、三轮汽车、摩托车违规行驶行为的查处力度,禁止违规进

城。

—8—



责任单位:市交警支队

18.重型车严控。

(1)加强对渣土车、水泥罐车等重型货车管理,明确通行时

间,划定行驶路线。

牵头单位:市交警支队

责任单位:市城建委、市城管局

(2)外埠重型车禁止驶入城区。

牵头单位:市交警支队

(3)开展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检查,坚决查处冒黑

烟、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19.油品严查。开展为期2个月的集中整治行动,对油库、

加油站特别是非法售油点进行全面排查,对销售不符合标准汽、

柴油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

牵头单位:市工商局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市质监局,

市商务局

20.重点区域严管。强化重点区域交通管理和疏导,确保重

点区域内道路畅通,不出现拥堵现象。

牵头单位:市交警支队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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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低空面源污染

21.坚决防止城区焚烧垃圾。全市区域内严禁焚烧垃圾、枯

枝落叶和各类废弃物。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22.禁止焚烧农作物秸秆。严格落实县 (市、区)、乡镇

(街道)、村 (社区)三级禁烧责任体系,全面落实农作物秸秆禁

烧制度。

牵头单位:市农机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23.加强餐饮业油烟治理。

(1)在市区开展集中整治,严厉查处餐饮服务场所未安装或

安装但未使用油烟净化装置的违法行为。

(2)禁止在城市建成区内非划定场地外露天烧烤食品,在划

定的特定场地内露天烧烤食品,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并不得

使用高污染燃料。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市内五区政府,四个开发区管委会

(六)强化预警应急

24.加强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管控。加强污染天气监测预

警,每天对气象条件进行会商研判,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信息,提

早做好污染应对准备。完善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分级响应和重

点管控措施,将应急管控措施按工业企业、施工工地、道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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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渣土车等污染源分类,明确管控措施到具体项目和责任单

位。根据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管控措施,消除极端重污染天

气。

牵头单位:市大气办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市环保局,市气

象局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11月初召开全市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动员会议,安排部

署 “冬防”工作。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要根据本区域实

际情况,制定冬防方案,对本区域冬防工作进行安排动员,细化

任务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将压力层层落实到基层,工作任务明

确到人,做到污染有人抓,问题有人管。

(二)完善工作机制

一是调度指挥。继续采取现场会、推进会、通报会、督办会

等形式,加强阶段性指挥调度,研究解决阶段性问题,通报督查

考核情况,反馈上周通报办结及问责情况。二是网格管理。各县

(市、区)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体系,强化三级网格中对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巡查和督办。三是信息公开。在媒体上公示城区环

境空气质量状况和排名;每月公布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考核结果,

对连续排名垫底的相关负责人按要求问责,形成高压严惩态势。

(三)加强督导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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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和严格落实三级督导机制,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

查室和市监察局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各开发区、县 (市、区)和

市直相关委局开展专项督导,市直牵头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做

好工地扬尘、道路扬尘、工业企业等治理工作的监督考核,各开

发区、县 (市、区)负责本辖区的日常督查。各级督导队伍要加

大财政扣款力度,对未按期整改到位或被媒体曝光的,严格实施

财政扣款,将压力传递到基层。

(四)营造舆论氛围

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媒体开设 “冬防”工作专栏或专

刊、专题,全方位、大力度、多视角宣传报道市委、市政府关于

“冬防”工作的决策部署和 “冬防”工作开展情况,公示各类污

染源主管部门的举报电话、信箱等,方便群众投诉;设置曝光

台,对包括大气污染违法行为在内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每两周曝

光一次,方便群众监督。市环保局负责及时在新闻媒体上发布环

境空气质量状况并对重点工业企业的污染控制承诺及守法情况、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处罚情况等进行公示。市城管局及时公

布城区道路积尘、清扫情况,市城建委及时公布建筑工地扬尘治

理情况,并将执法情况进行公示。充分发挥 “12345”市长热线

和环保、城管、建设等部门举报专线作用,出台有奖举报方案,

鼓励群众举报环境违法问题,并对群众举报的问题限时查处和反

馈,对重大举报案件实行公示制。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和市直有关部门要对照职责分工,加强舆论宣传,动员全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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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督。

(五)落实资金保障

按照国家、省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使用要求,对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中的各项工作经费给以重点保障。各开发区、县 (市、

区)也要建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保障工作经

费落到实处。对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期间工作业绩突出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规定进行奖励。

—31—



 主办:市环保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九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1月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