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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环境 News ● 本刊要闻

9月11-14日，列入市委组织部干部

培训计划、由市生态办和市委党校联

合主办的全市乡镇领导干部生态文明

建设研讨班在市委党校成功举办。全

市116名乡（镇）书记、乡（镇）长和各

地生态办领导参加了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市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孔春浩、市委党校徐晖副校长、

市委组织部干教处处长戚疏影做了动

员讲话。戚处长在讲话中对研讨班给

予了充分肯定，阐述了研讨班的重要

全市乡镇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
研讨班成功举办

文：余中平

9月28日，杭州市环保局召开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省环保厅副

厅长章晨出席会议并讲课，局长胡伟作

讲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孔春浩主

持会议，局领导金经人，局各处（室）、

直属单位、各区（县、市）环保局（分局）

科级以上干部参加学习会。

章晨副厅长以“新形势下环保部门

如何做好环保工作”为题为大家讲授生

动的一课，要求环保工作者树立正确的

理念，以“安全、稳定、完成、依法、达

标”为目标做好新形势下环保工作。

在下午的交流会上，胡伟局长传达了

近期环保部的工作会议、省厅党组学习会

以及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市委读书会等

相关会议的精神，要求大家提高认识、振

奋精神，将上级的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

胡伟局长在谈到杭州环保形势时

指出，当前污染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与群众的期待仍有差距，我们要

做好迎难而上的准备。在生态建设上，

要重点突破；在执法监管上要研究更科

学、更有威慑力和长效性的手段。

胡伟局长强调，当前形势下，必须

要沉下心来，谋划好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是抓源头，着力落实绿色引领发展的

指导地位；二是抓防治，全面推动环境

保护进入污染防控并举的新阶段；三是

抓建设，全面推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

攫取向建设性保护转变；四是抓监管，

着力加强环境安全、保障群众环境权

益；五是抓保障，着力加强平台创建、

资源整合和公众参与。

在谈到加强环保队伍内部建设时，

胡伟局长指出，要以打造一支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肯吃苦、特别讲奉

献、特别能创新的队伍为目标，进一步

增强责任意识、法制意识、服务意识、

创新意识、团队意识，并要求在下一步

工作中注重提升人和物的能力，勇于改

革，同时坚守好自己的底线。

会上，聚光科技相关人员作了“智

慧环保”相关演示。局机关污控处、江

干分局、监察支队、余杭区和桐庐县环

保局作了交流发言。

市环保局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
文：裴斐

省环保厅副厅长章晨出席会议并讲课 市环保局局长胡伟作重要讲话 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孔春浩主持会议

性和意义，并要求学员要学以致用，推

动工作。徐副校长代表市委党校对学员

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要求学员珍惜学

习机会，静下心来，学有所成。最后，孔

副局长作了讲话，对研讨班提出了三点

希望：一要认清形势，增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认识；二要齐心协力，形成生态文

明建设的合力；三要加强沟通，提高生

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开班仪式由宣教中

心主任邵煜琦主持，我局人事处处长赵

争、生态处副处长吕巧华、宣教中心副

主任林燕等参加了开班仪式。

在授课过程中，市局胡伟局长带头

为学员上了题为《打造绿色新天堂，构

建生态大杭州——杭州生态文明建设

形势分析》的环保课。授课分为杭州环

境质量形势、生态环保工作和成效、当

前生态环保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工

作打算等四个部分，受到了学员的广泛

好评。在课程安排中，市环保局还结合

当前杭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还设置

了环境经济热点问题、农村环境整治、

杭州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情况及“十二五”总量减排主要任务、农

村生态示范创建工作的政策和要求、杭

州环境应急基础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建

设项目环境管理及环境准入等课程，分

别邀请市委党校教授张晓理、浙江大学

教授吴振华、市局污控处处长郭丹、生

态处副处长吕巧华、监察支队副支队长

吴剑锋、建设处孔晓东等进行授课。

研讨班还专门安排了座谈会和交

流答疑，市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黄

雷、巡视员金经人和相关处室、环保局

（分局）负责人与学员进行座谈，交流

工作经验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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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2012年“1250”工程现场推进会
文：傅钟磊

9月2 8日下午，上城区

召开2012年“1250”工程现

场推进会暨“夕阳红环保

卫士”命名表彰大会。区人

大副主任李静、副区长管光

尧、区政协副主席陈小玲、

区生态办主任黄健平、区府

办副主任赵鹏等领导出席

会议。区住房和城建局、区

风景旅游局、区城管局、区

绿化办、区市政所等部门负

责人、各街道城管副主任、

夕阳红环保卫士代表、35名

“夕阳红环保卫士”所在社

区主任参加会议。会议由区

人大副主任李静主持。

会议首先由区生态办主

任黄健平介绍了“夕阳红环

保卫士”评选活动情况，简要

总结了创模工作，通报了我

区今年6项“1250”工程进度

情况，部署了下一步工作。随

后，区政协副主席陈小玲宣

读“2012年度夕阳红环保卫

士”命名表彰文件，并为六名

2012年度上城区“夕阳红环

保卫士”代表颁发了证书。清

波街道办事处、东平巷社区

夕阳红环保卫士代表分别作

了表态发言。

最后，管光尧副区长作了

重要讲话，他对上城区前三

季度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工

作进行了点评，强调“1250”

工程作为上城区生态文明建

设的细胞工程，希望各相关

责任部门要高度重视，抓紧

实施，加快进度，保证质量，

确保各项工程按期完成。对

存在的问题，区生态办要做

好汇总分析，协调、对接、指

导、落实好各项工作，争取早

日完成工程建设任务，确保

在市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目

标责任考核中不失分、得高

分。管副区长还对下一步生

态环保工作提了四个“着力”

的要求：一是着力提升生态

文明水平。区生态办要继续

牵头做好协调作用，环保、建

设、城管执法等各部门要按

照职责分工，密切协调配合；

二是着力巩固提高创模复检

工作成果。认真总结创模成

功经验，环保、城管、建设、

市政、绿化等部门要加强联

动，各街道、社区要加强宣传

教育工作；三是着力建设钱

塘江堤上城段绿道。区城管

局要结合杭州市“三江两岸”

绿道建设技术导则及标识系

统规划设计导则，加快制定

我区绿道建设工作方案，积

极做好破损人行通道的修

复及相关标示标牌的设置，

早日完成绿道建设任务。区

风景旅游局要做好相关技

术指导和服务，加强市旅委

的沟通衔接，尽早使我区绿

道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确

保完成建设任务；四是着力

发挥“联街结社”平台的新

职能。要充分利用“环保交

心社”、“夕阳红环保卫士”

等创新亮点，继续深化这项

工作，发挥更大的优势，在

社会管理创新中取得更大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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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环境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

评价管理，规范环境影响评

价行为，提高环评编制效率和

质量，下城环保分局于2012年

10月19日下午召开环评机构管

理工作座谈会议，在下城区承

接环评业务的部分环评机构

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市有关环

评机构管理考核办法文件精

神，进一步明确省市对环评中

介机构的具体要求，介绍了我

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

工作程序、环评文本规范性等

要求，并就环评编制、日常审

批中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

探讨。会上，环评机构代表畅

所欲言，就环评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交换了意见，就下

一步如何提高环评质量提出

了建议。同时环评机构表示

将严格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开

展工作，以更强的责任心来编

制环评文本，为环保审批部门

提供更为有力的技术支持。

会议还就规范环评市

场、提高环评质量，强化环评

机构内部管理和队伍建设提

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要求各环

评机构遵守职业道德，严格

遵照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

有关管理要求承担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二是要求各环评机

构提高建设项目环评文件质

量，通过队伍建设和环评工

程技术培训，不断提高环评文

件编制人员的业务能力。三是

要求各环评机构加强与业主、

审批部门的沟通交流，及时合

力解决环评编制和审批过程

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缩短编制

时间，优化服务质量。

加强环评机构管理 提高环评工作质量
文：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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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工作交流和业务

探讨，进一步提高环境信访

工作成效，切实解决群众关

心的实际问题，确保党的十八

大召开期间江干区环境信访

维稳工作，江干分局于本月17

日召开了区环境信访工作座

谈会。

本次座谈会邀请了区信

访局、区城管局、区安监局、

公安分局和各镇、街道、科

技园区的环境信访联络员参

加。会上，分局信访工作负责

人首先通报了2012年环境信

访工作情况。今年1-9月 ，江

干分局共受理群众投诉342

件，大气污染占42.1%，共计

147件，位居首位。噪声污染

90件（31.6%）排名第二。按

地区划分，九堡、彭埠和笕桥

位列前三。议精神要求，明

确了下一步环境信访工作重

点：一是加强源头控制，环保

部门加大项目三同时验收力

度。要严把验收关，从源头上

控制环境信访发生的根源。

二是加强部门联动，合力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进一步加

强安监、公安、工商、电力等

多部门合作，有效解决环境

污染信访。三是完善网络建

设，加强网格化管理。在今年

笕桥镇横塘社区环保监督员

队伍成功化解环保纠纷的基

础上，针对部分加工点集聚

的村庄，明年争取推广到丁

桥、九堡部分社区。四是加强

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定期开

展和上级环境信访部门的培

训交流，提高业务水平，同时

加强沟通宣传工作，建立沟

通联合机制。

搞好信访工作 解决群众难题
文：温琦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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