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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继钊 殷雪鸢）8月
24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专题会议召
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罗清宇主持并讲
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责任，进一步认清我市大气污染
防治面临的形势，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工作
举措，狠抓责任落实，全力改善省城环境质
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延峰到会指导。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新伟作工作部署。市
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
责同志出席会议。

罗清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视察山西，都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明确要
求，勉励我们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
一体推进，努力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
景。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2+26”城市之一，抓好省城大气污染防治
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一定要高度重视、迅
速行动，全力做好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要
提高站位抓防治。把抓好环境污染防治作

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推进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进
一步突出空气质量改善优先原则，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用非常之力、下恒久之
功，推动省城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深入
一线抓防治。践行“一线工作法”，人要沉
下去、事要扛起来，走进基层一线，扎根项
目现场，钉在建设工地，掌握实际情况，找
准症结短板，加强工作指导，下大力气解决
突出问题，推动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走深走
实。要刀刃向内抓防治。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敢于自我革命、自加
压力，勤于自我检视、固强补弱，勇于直面
矛盾、担当作为，提前响应、提级应对重污
染天气，以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完成污染
防治任务。要联防联控抓防治。树牢“一
盘棋”思想，发挥太原及周边“1+30”联防
联控机制作用，督促省城各单位、各类市场
主体强化社会责任、严格环保举措，步调一
致、整体联动，协同配合、共同发力，守护好
同一片蓝天。要实事求是抓防治。正确处
理好改善空气质量与企业发展、就业民生
的关系，细化管理标准和环保要求，绝不能
以简单的停工停产代替环保工作，避免搞

“一刀切”，确保建设发展和环保工作双促

进、双提升。要压实责任抓防治。严格落
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坚持管发展必
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
管环保，强化企业主体责任，逐级传导压
力，切实拧紧责任链条。要严明纪律抓防
治。加强监督执纪，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
到位、监管不严格影响全市防治工作大局
的，严肃追责问责，对典型案件加大通报曝
光力度，以实际成效向党中央及省委、省政
府，向全市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王延峰深入分析了太原市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面临的形势和污染成因，并就下一
步工作提出针对性要求。他指出，近年来，
太原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引，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生态
环境质量大幅改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防
治许多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但要
清醒认识到当前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希望太原市坚决扛起省会责任，不断强化
工作举措，严格执行排污总量控制，深化机
动车污染治理，从严监督执法，强化应急管
控，进一步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和水生态修
复治理力度，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省
生态环境厅将继续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
深化区域联防联控，加强省市协调联动，共

同推进太原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张新伟要求，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强

化交账意识，补齐短板弱项，切实扭转被动
局面。要坚持强力治气，在治理工业、散
煤、车辆、扬尘等污染方面采取硬举措，推
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系统治
水，加快污水处理、雨污分流、截污纳管、人
工湿地工程建设，持续提升中水利用能力，
确保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坚持目标导
向，聚焦冬奥会、冬残奥会空气质量目标要
求，强化赛前攻坚、赛时保护、应急措施，全
力完成赛事保障政治任务。要坚持“双碳”
引领，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生活，加
快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推动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要坚持真抓实干，紧盯工作进度，严
格执法监管，督促整改落实，以严细实作风
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会议通报了我市 1-7月各项环保指标
在全国、全省排名情况，各县（市、区）1-7
月大气质量排名情况。市直各相关部门、
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开发区
负责同志，市生态环境局班子成员，各县
（市、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

生态文明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重要内容。“让汾河水量丰起
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要坚
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
持续用力，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
景”。2017年6月、2020年5月，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视察山西，对太原殷殷嘱
托、寄予厚望。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
输通道“2+26”城市之一，抓好省城大
气污染防治责任重大、意义重大。近
年来，我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全
域治山，系统治水，强力治气，综合治
城，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同时，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当前生态环境形
势依然严峻，省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依然繁重。必须坚决扛起省会责任，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强化交账意识，
补齐短板弱项，以实际成效向党中央
及省委、省政府，向全市人民交出合
格答卷。

要压实责任、拧紧链条，交出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一张考卷。把抓好
环境污染攻坚防治作为践行“两个维
护”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空气质量改
善优先原则，以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用非常之力、下恒久之
功，推动省城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党
政“一把手”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
自协调、亲自督办，切实做到问题不清
楚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
落实不放过。坚持管发展必须管环
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
环保，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
求，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拧紧责任
链条。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通报问题整改作为检验领导干部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的重大政治任务，严明工作纪律，加
强监督执纪，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
到位、监管不严格的，对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的，要严肃追责问责、通报

曝光。
要刀刃向内、直面问题，交出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第二张考卷。既要
看到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明
显成效，更要清醒认识到我市在 168
个重点城市排名靠后的现状、面对的
困难和挑战。深入反思、扪心自问，问
出现实差距，问出思想根源，问出责任
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
果导向，敢于自我革命、自加压力，勤
于自我检视、固强补弱，勇于直面矛
盾、担当作为，提前响应、提级应对重
污染天气，一天一天地抓、一微克一微
克地减、一个指标一个指标地盯，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以攻
城拔寨的拼劲，快速扭转当前被动局
面，坚决完成污染防治攻坚任务。

要躬身入局、靠前指挥，交出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第三张考卷。践行

“一线工作法”，人要沉下去、事要扛
起来，走进基层一线，扎根项目现场，
钉在建设工地，直面矛盾、动真碰硬，
抓一件、干一件、成一件。树牢“一盘
棋”思想，发挥太原及周边“1+30”联
防联控机制作用，督促省城各单位、各
类市场主体强化社会责任、严格环保
举措，步调一致、整体联动，协同配
合、共同发力，守护好同一片蓝天。正
确处理改善空气质量与企业发展、就
业民生的关系，细化管理标准和环保
要求，绝不能以简单的停工停产代替
环保工作，避免搞“一刀切”，确保建
设发展和环保工作双促进、双提升。
敢于较真碰硬，不要怕得罪人、不要回
避矛盾，以我们的辛勤付出、艰苦努
力，换来太原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太原生态文明
建设要放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协同
发展的大布局中考量，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严格履行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政治
责任，举全市之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坚决实现“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
中退出后 10 位”的目标要求，为全方
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再现“锦绣太原
城”盛景不懈奋斗。

本报讯（记者 司勇 通讯员 齐赵爱 陈
博敏 文/摄）8月 25日清徐县消息，汾河干流
（清徐段）堤顶路及堤外综合治理项目现场，
机器轰鸣、车辆来往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处处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清徐县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全长约
17.7 公里，堤防长度 35.5 公里，项目分堤顶
路及堤外综合治理工程、堤内综合治理工程
两部分。堤顶路及堤外综合治理项目于
2020年 10月开工。建设内容为拆除原堤顶
水泥路面，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堤坡清基
工程，堤防及道路的培厚和拓宽工程，堤顶
道路护坡工程及照明工程等，水毁修复加
固、堤外绿化工程，土方工程、标识牌等构筑

物，建筑物局部外立面美化等。目前已经完
成堤外绿化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 95%，目前正在铺设路缘石，预计 8
月底全部完工。

堤内综合治理工程包括堤防生态化改
造、滩槽整治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等。工程
于今年 5 月开工，预计明年 9 月底完工。清
徐县水务局负责人表示，汾河百公里中游示
范区工程将对现有河道岸线综合整治，恢复
河道岸线自然之美，恢复河道水、陆生态空
间，恢复治理段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稳
定性，最终达到改善河道生态，完善防洪体
系，营造郊野湿地公园，形成百公里水利长
廊、生态长廊、文旅长廊。

社论

本报讯（记者 郝晓炜）8月 25日，省民
政厅消息，为进一步提高我省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实效性，完善城
乡低保标准的量化机制，省民政厅、财政厅
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制定和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规定，从 2022年起，各县（市、区）
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按当地上年度城乡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30-40%和 45-55%确定。
对低保标准尚未达到指导区间的，采取逐年
加大提标幅度的办法，逐步达到指导区间；

对低保标准超出指导区间的，保持相对稳
定，逐步使之与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
相协调。低保标准不在指导区间的，要在两
年时间内采取措施逐步调整在区间内，使之
与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相协调。如
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年度，要保持标准
的相对稳定，不作调整。《意见》明确，城乡低
保标准由各设区的市在每年 6月底前确定，
各市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物价变动
情况和辖区内各县（市、区）差异，适度进行
调整，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认清形势 提高站位 强化举措 落实责任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专题会议召开
罗清宇主持并讲话 王延峰讲话 张新伟部署

全力抓好省城大气污染防治

图为汾河清徐段堤内护坡施工。

汾河清徐段景区即将建成

我省建立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