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20〕45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

实施方案等3个文件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实施方案》《郑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生

态补偿办法 (试行)》 《郑州市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意

见》已经市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2020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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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落实9月18日市委常委会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部署,

确保我市年度空气质量退出后20位,在推进年度攻坚方案的基

础上,围绕二氧化氮、PM2.5、PM10等指标,针对移动源、燃

煤源、工业源、扬尘源等治理重点,制定本方案。

一、重点任务工作

(一)重点抓好移动源管理,确保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不高于

37微克/立方米

1.市区柴油渣土车2020年10月底前退出渣土清运市场;

燃气渣土车充分利用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出台技术规范和方

案,列出计划,明确时间表,加快推进更换新能源工作。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市公安局、市交通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

2.2020年10月1日起,重点区域1公里范围内全部使用新

能源环卫车辆。国三柴油环卫车辆、未升级改造的国四柴油环卫

车辆2020年10底前全部调整至四环以外使用,年底前国三柴油

环卫车辆淘汰完毕,其余柴油环卫车辆制定方案,明确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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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更换新能源工作。新购置环卫车辆原则上全部为新能源

车辆,优先在市场化作业单位推广使用新能源车辆。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

3.逐月分解2020年全市出租车更换新能源车任务,年底前

完成3000辆。其余车辆制定更新计划,2022年底前全部更新完

毕。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4.2020年底前完成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营运柴

油货车17121辆。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市公安局、

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

5.到2020年底前,持续开展柴油车零点夜查联合执法行动。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市公安局、

市交通局

6.到2020年底前,持续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零点夜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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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行动。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市控尘办、

市工信局、市市场发展中心、市物流口岸局

7.到2020年底前,持续开展黑渣土车联合执法行动。对全

市所有货车登记资料进行筛查、分类,对使用用途不明的货车,

清单移交各区县 (市)进行排查,落实用途,杜绝非法渣土运输

行为。

责任领导:马义中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市交通局、

市城管局

8.加强建筑垃圾处置的管理,严禁施工工地使用 “未经核

准渣土车”,严查消纳场接收 “未经核准渣土车”的渣土现象,

严厉打击和取缔 “未经核准消纳场”。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市交通局、

市城建局

9.2020年11月1日起,四环以内大宗物料运输重点用车企

业,禁止国四及以下柴油货车运输物料。全市大宗物料运输的重

—4—



点用车企业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禁止国四及以下柴油货车运输

物料。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市城管局、

市城建局、市市场发展中心、市物流口岸局

10.严格入市电子通行证办理,对超标排放和不符合行业管

理要求的车辆,不予办理入市电子通行证。对已办理电子通行证

的车辆加大执法力度,对闯禁行的车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责任领导:马义中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配合单位:市交通局、市城管局、市城建局、市生态环境局

(二)持续抓好工业源和燃煤源污染防治,确保PM2.5年均

浓度不高49微克/立方米

11.9月底前,郑东新区管委会督促郑东热电签署四方关停

协议,市发展改革委于2020年11月15日前完成郑东热电关停。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郑东新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

12.推进燃煤锅炉拆改,10月底前完成荥阳市坛山热力、新

郑市白象食品燃煤锅炉拆改,12月底前完成郑州高新区拓洋实

业燃煤锅炉拆除。

责任领导:吴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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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郑州高新区管委会,新郑市、荥阳市政府,市生

态环境局

13.巩义市对辖区内 “双替代”工作进行查漏补缺,对发现

的应替代未替代的居民户,于2020年11月15日前完成 “双替

代”任务。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巩义市政府,市发展改革委

14.加强散煤监管,按照禁煤区建设要求,推进散煤清零,

组织开展燃煤散烧治理专项检查行动,严防散煤复烧。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市生态环境

局、市工信局、市城管局、市交通局、市公安局

15.利用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开展落后产能退出奖励

工作,10月底前完成落后产能退出任务,并进行资金拨付。

责任领导:史占勇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

16.加快推进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工作,力争10月底前,水

泥、耐材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所有钢铁企业全面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和验收。

责任领导:史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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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

(三)持续抓好扬尘源污染污染防治,确保PM10年均浓度

不高于80微克/立方米

17.组织对市区内工地使用柴油雾炮车、三轮车进行排查,

建立清单,并督促其进行电动化替代。10月15日前,三环以内

工地完成替代;11月15日前,三环以外工地完成替代。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控尘办

配合单位:市内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

18.对于所有出土工地,要确保 “三员”在岗,属地要落实

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分包制度,重点进行监管,同时对土石方作业

要实施备案管理。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控尘办

配合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

19.加强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特别是城乡结合部道路,要

明确专人负责,提高机械化清扫率,降低扬尘负荷,同时提高道

路硬化率,对于破损路面要及时进行修补,实施精细化管理。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城乡结合部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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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责任领导要按照年度 “1+7”工作方案和本实施方案,对

各自分管的任务负总责 ,定期对各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专题研

究,强化推进,确保各项任务按照时序进度进行推进,每月市长

议事会各责任领导要汇报考核指标情况及重点工作的进展情况,

对于进展缓慢的工作要说明情况。

(二)加强统筹协调

各责任单位要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有机整

合,打好 “组合拳”,组织配合单位共同推进工作,加强沟通研

究。各责任单位要主动作为,主动向主管市长汇报工作开展情

况,对于需要省、市等相关部门配合的工作,要及时向领导汇

报,统筹协调进行解决。

(三)加强调度考核

市环境攻坚办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调度,每周调度重点工作进

展情况,形成专报,进行通报,对工作进展缓慢的,进行专项督

办,并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进行汇报,市环境污染防治督导组

要根据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专题督政。

(四)加强责任落实

要严格落实责任,各单位要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各项

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对空气质量控制指标和重点工作未完成

的单位,在年底绩效考核中进行扣分,责任领导及责任单位主要

领导要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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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持续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进一步夯实各开发

区、区县 (市)主体责任,按照 《河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

补偿办法 (试行)》的要求,依据 “谁污染、谁付费,谁损害、

谁补偿”的原则,结合我市实际,统筹考虑各开发区、区县

(市)空气质量和空气质量同比改善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开发区、区县 (市)环境空气质量

的生态补偿。

第三条 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包含PM2.5、PM10月均

浓度和PM2.5、PM10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4项因子。

第四条 生态补偿资金按月度核算兑现,按以下方法计算:

以郑州市PM2.5、PM10月均浓度市均值和PM2.5、PM10

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市均值作为考核基数,按阶梯标准计算。

1.PM2.5月均浓度生态补偿标准

当月PM2.5浓度高于考核基数0—5微克 (含)的按10万

元/微克实施扣款;高于5微克以上的部分按20万元/微克实施

扣款。

2.PM2.5浓度同比改善率生态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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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PM2.5浓度同比改善率低于考核基数0—3.0个百分点

(含)的按15万元/百分点实施扣款;超过3.0个百分点的部分

按35万元/百分点实施扣款。

3.PM10月均浓度生态补偿标准

当月PM10浓度高于考核基数0—5微克 (含)的按5万元/

微克实施扣款;高于5微克以上的部分按10万元/微克实施扣

款。

4.PM10浓度同比改善率生态补偿标准

当月PM10浓度同比改善率低于考核基数0—3.0个百分点

(含)的按10万元/百分点实施扣款;超过3.0个百分点的部分

按20万元/百分点实施扣款。

第五条 市内开发区及各区计算及考核数据采用国控点位自

动监测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数据,六县市和上街区、郑州航空港

区采用省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数据。

第六条 河南省郑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每月对各开发

区、区县 (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进行审核汇总。市攻坚办负责

每月对各开发区、区县 (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计算结果进

行核算,通报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 (市)人民政府。市财政局

依据市攻坚办出具的生态补偿核算结果汇总情况报告,对各开发

区、区县 (市)扣缴资金统一进行结算。

第七条 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扣收结余资金由市财政统筹

用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市财政局、市攻坚办对资金使用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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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

第八条 本办法自2020年10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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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意见

第一条 为规范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管理,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依据相关财政资金管理制度,

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主要包括:省级

财政根据 《河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奖励

郑州市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根据 《郑州市环境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 (试行)》,对各开发区、各区县 (市)扣收

的环境空气质量补偿资金;对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城乡结合部重

点乡镇办实施的财政扣款资金;市督导组、市控尘办针对大气污

染防治问题实施的财政扣款资金。

第三条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对下列事项 (新改扩建 “三

同时”项目除外)予以支持,具体包括:

(一)购买大气污染防治监测、监察仪器和装备,大气污染

防治智慧化建设;

(二)购买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第三方服务;

(三)建设大气污染防治科技支撑项目;

(四)政府投资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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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相关的其他支出。

第四条 不得用于以下支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补助

(补贴)、办公经费,建造楼堂馆所、购置车辆和通讯器材,以及

与空气质量改善无关的其他支出。

第五条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于大气环境治理支

出,资金支持的项目必须纳入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库,未入

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安排资金支持。项目库管理相关办法另行制

定。

第六条 获得资金支持的各开发区、区县 (市)要加强专项

资金的使用管理,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建立项目和资金管理档

案,并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第七条 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骗取、截留、挪用或其他违规

使用资金行为,一经查实,按照预算法、公务员法、监察法、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国家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条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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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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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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