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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商水县环保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阐述袁总结了土壤污染源普查情况和秸秆禁烧工作措施袁并提出了合理建议袁以期为商
水县环境保护工作的持续尧有序开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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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开展了土壤污染源普查和秸秆禁烧等环保工

作袁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遥通过对 10 个乡镇的 4 种不同种

秸秆禁烧与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2018 年秸秆

禁烧工作问责的实施意见曳袁对禁烧工作不力尧局面失控尧存

植模式进行污染物普查袁完成了普查结果的汇总和上报遥自

在失职和渎职行为的领导干部和有关责任人袁坚决追责到

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开展以来袁在商水县县委尧县

底尧问责到位遥问责处理情况记入干部档案袁并报县纪委监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袁全县上下齐心协力袁坚持野严字当

委备案遥各乡镇渊场尧办冤也根据当地实际袁制定了切实可行

头尧干字为先尧群众为主尧科技引领冶的工作思路袁狠抓网格

的奖惩措施遥三是严厉打击违法行为遥全县公安机关和环保

化管理和应急能力建设袁严防死守袁全年启用野蓝天卫士冶

部门及早介入禁烧工作袁配合联动袁严格执法袁处罚到位遥坚

监控系统袁取得了卫星监测野零火点冶的优异成绩袁被河南省

持依法从严尧从重尧从快予以惩处和打击袁并在新闻媒体上

秸秆禁烧办公室评为先进单位遥 现将相关措施及建议进行

公开报道袁以达到野处理一个尧震慑一批尧教育一方冶的社会

总结袁以期为当地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提供参考遥

效果遥四是严密举报投诉遥县尧乡两级及时向社会公布举报

1 秸秆禁烧工作措施
为巩固提升秸秆禁烧工作成果袁全力打好秸秆禁烧攻坚
战袁力争再次实现秸秆焚烧零火情袁在全省秸秆禁烧工作会

电话袁接受群众 24 h 举报袁对发现尧举报尧上级通报的着火
点袁发现一起袁通报一起袁查处一起遥
1.4 狠抓工作落实

议召开之后袁商水县积极行动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袁强化

一是密织管理网格遥认真落实网格化管理制度袁县尧乡

责任担当袁按照县委尧县政府的要求袁认真落实野广泛发动尧

二级政府分别对本区域秸秆禁烧工作负总责袁层层制定工

疏堵并举尧盯紧看牢尧严管重罚冶的工作方针袁坚持完善野政

作方案袁逐级签订责任状袁户户签订责任书袁做到目标明确袁

府负责尧部门联动尧网格管理冶的工作机制和县尧乡尧村上下

责任到人尧到地块袁确保野谁的工作谁落实袁谁的地块谁负

联动三级责任体系袁切实加大科技支撑尧依法治理尧群众参

责袁谁的责任谁承担袁谁的秸秆谁禁烧冶遥商水县还积极探索

与的野三位一体冶监管力度袁全面实现了商水县秸秆禁烧零

对村组干部实行风险抵押金制度袁秸秆禁烧任务完成的好袁

火点的工作目标遥现将商水县采取的主要措施总结如下遥

退换押金袁并给予奖励袁完不成任务者予以处罚遥二是提升

1.1

加强组织领导

应急处置能力遥各乡镇渊场尧办冤都制定了应急处理预案袁加

成立了高规格的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袁

强对集中连片着火点的应急处置袁一旦发生大的火情袁及时尧

由县委书记担任秸秆禁烧指挥部指挥长尧常委副县长任副

果断尧有效进行处置袁避免造成更大的灾害尧损失遥每个村都

指挥长袁靠前指挥尧亲力亲为尧亲自督导尧亲自暗访袁为打赢

搭建了秸秆禁烧指挥棚袁组织应急防火队袁配备了灭火工具遥

禁烧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明确的工作方向遥
1.2

积极宣传发动
全县上下充分利用广播尧电视尧报纸尧网络等新闻媒体袁

指挥棚实行 24 h 值班袁实现全天候禁烧尧全覆盖监管袁保证
每一地块都盯紧看牢遥
1.5 构建长效机制

采取张贴标语通告尧设立禁烧标牌尧悬挂横幅尧发放明白卡尧

商水县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袁按照疏

出动宣传车尧发送手机短信等形式袁进行广泛宣传遥通过宣

堵结合尧以禁促用尧政府引导尧市场运作尧多元利用的原则袁

传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焚烧秸秆不仅严重污染大

鼓励和支持农民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尧养殖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气环境尧危害身体健康袁而且易造成交通事故袁极易引发

主体袁利用秸秆制作优质畜牧饲料实行过腹还田或将秸秆

火灾袁破坏土壤结构袁加重土壤板结袁造成农田质量下降[1-2]遥
1.3 强化责任追究

一是严格暗访督导遥县秸秆禁烧与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领导小组成立了 12 个暗访督查组袁整个禁烧期间每天不间
断地对各乡镇渊场尧办冤禁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暗访督查袁及
时发现和解决禁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遥县禁烧办对暗访督
导情况实行日报告袁通过手机报形式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通
报袁确保压力及时传导遥二是严肃追责问责遥出台了叶商水县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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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捆成型变为生物原料等袁积极构建了秸秆肥料化尧饲料
化尧能源化和原料化综合利用的长效机制[3-4]遥
1.6 强化科技管控

商水县全年启用野蓝天卫士冶监控系统袁实现了对秸秆
焚烧的全方位监控遥该系统投入使用后袁县尧乡二级监控人
员坚持 24 h 全天候值班制度袁严密监控报警火情袁确保接到
报警提醒后在最短时间内赶到现场并迅速处置扑灭火情遥
这种人防加技防的有效结合袁使秸秆焚烧现象可以在第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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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值预报产品分析

陈 静院2014 年 6 月 6 日米易县暴雨天气过程分析

根据前期数值预报分析袁EC 数值预报渊产品冤4 日 20院00

初始场预报 5 日 20院00袁贝加尔湖低槽将东移袁西伯利亚
槽 加 深袁冷空气聚集曰而青海低槽到 5 日 20院00 东移出四
川遥实况为 5 日 20院00 甘孜北部有一短波槽袁小槽冷空气
南下触发本次暴雨遥降雨预报方面袁EC 预报米易为小雨袁降
雨区域主要在云南昆明一带遥
7 结语

渊1冤凉山州下来的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触发本地不

稳定能量袁是造成此次暴雨过程重要因素遥
渊2冤西南气流及水汽通量辐合提供了有利水汽条件曰丽

江到思茅切变袁槽前也为本次降雨提供了充足水汽遥
渊3冤此次过程移动快尧降雨量大袁台站应加强监测袁结合
上游天气情况袁利用本地雷达回波袁增强敏感性袁做好短临
预报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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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监控平台要继续坚持 24 h 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袁乡村处

2

殊情况出现火情袁应迅速传递信息尧快速到位尧有效处置遥强

间得到发现并控制遥
建议
商水县秸秆禁烧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袁但个别
乡镇仍存在点火的现象遥为打赢环保攻坚战袁按照县领导要
求袁结合商水县实际袁就当前秸秆禁烧工作提出如下建议遥
2.1 提升政治站位
生态环境保护和大气污染防治是目前商水县不容忽视
的工作袁也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遥全县广大党员干部

置队伍随时待命袁强化高效管控袁确保不出现火情遥如遇特

化依法治理袁对于恶意焚烧秸秆和垃圾的行为袁发现一起尧
查处一起尧曝光一起袁并罚款 50 万元袁直接从财政账户扣
除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袁对相关人员继续按照叶周口市
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2018 年秸秆禁烧
工作问责的实施意见曳渊周秸组也2018页5 号冤严肃处理遥
2.4 强化宣传引导

必须从政治上思考问题尧看待工作尧推进落实袁提高政治站

继续坚持宣传车巡回宣讲等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和方

位袁强化政治担当袁按照野党政同责尧一岗双责尧失职追责冶和

式袁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以及秸秆禁烧的法律法规和

野三管三必须冶的要求袁做到守土有责尧守土负责尧守土尽责袁

政策袁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和广大农民群众对秸秆禁烧与综合

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秸秆禁烧工作袁助力环保攻坚遥

利用的认识水平和参与意识袁全年度营造秸秆禁烧良好氛

2.2 强化秸秆清运

围和习惯袁确保打赢环保攻坚战遥

当前袁通过下乡督查和暗访袁发现大部分乡镇还存在零
星焚烧秸秆和垃圾的现象袁而秸秆的乱堆乱放是造成焚烧
的主要原因遥因此袁各乡镇渊场尧办冤一定要高度重视袁认真组
织力量做好村边尧路边尧林间尧沟中等部位的秸秆清运工作袁
彻底消除焚烧隐患袁不留死角遥
2.3 严格奖惩措施
各乡镇渊场尧办冤要充分发挥野蓝天卫士冶监控机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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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使用政策补贴曰积极推进秸秆还田袁推广秸秆粉碎还田尧

征之一袁防止土壤酸化对保护耕地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遥进

快速腐熟还田尧过腹还田等技术袁促进秸秆肥料化利用曰大

一步加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力度袁利用国家惠农政策袁加大

力开发绿肥资源袁恢复和发展红花草尧苕子尧油菜尧豆科作物

宣传力度袁引导农民加强耕地地力保护袁提高治理酸化土壤

等专兼用绿肥生产遥

对保护耕地重要性的认识遥
5.2 深入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是深化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袁创
新推广模式袁加快成果应用袁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推进
测土配方施肥遥在巩固基础性工作和做好粮食作物测土配
方施肥的同时袁扩大其在蔬菜尧果树等经济作物上的应用袁
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遥二是加快化肥减
量增效技术的推广遥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袁优化有机无
机肥料结构袁降低化肥用量比例曰强化农机农艺融合袁改进
施肥方式袁推进机械化施肥袁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袁减少养
分挥发和流失袁提高肥料利用效率遥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袁鼓励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遥逐步扩大有机肥源袁支持规
模化养殖场利用畜禽粪便生产商品有机肥袁实施商品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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