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护遂宁空气质量，防范和查处秸

秆焚烧行为，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秸

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左图为农户将

田间秸秆运至集中点粉碎；下图为巡逻人

员扑打秸秆焚烧点

露天焚烧秸秆
新桥一村民被罚500元

近日，记者从遂宁市生态

环境局获悉，该局于近日处理

了一起露天焚烧秸秆违规违

法案例，涉农户受到 500 元罚

款处罚。这是今年以来，遂宁

市向秸秆焚烧开出的第一张

罚单。

5 月 11 日凌晨 1 点 22 分，

遂宁市生态环境局秸秆禁烧

巡查组巡查时，在船山区新桥

镇 发 现 一 处 秸 秆 焚 烧 火 点 。

经核实，该火点位于船山区新

桥镇小坝村 10 社 2 号，为农户

收 完 油 菜 籽 后 擅 自 点 火 焚

烧。执法人员立即采取措施

将其扑灭，通过现场调查、勘

验，确定该农户在遂宁市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领导小组办公室划定的禁烧

区内焚烧秸秆的行为涉嫌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 防 治 法》第 七 十 七 条 的 规

定。

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拍

照取证后，对该群众进行了严

厉批评教育，说明焚烧秸秆对

大气污染防治造成的危害，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

定当场对该农户做出罚款 500
元人民币的处罚决定，这是我

市秸秆禁烧的首张罚单。经

过教育，该户认识到焚烧桔秆

的危害，保证不再犯。

坚持疏堵结合 严禁焚烧秸秆
——专访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谭文

图片新闻

记者：进入 5 月，露天焚烧秸秆现象增

多，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露天焚烧秸

秆人员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谭文：一些农户因为旧有的思想观念和生

活习惯，为图省事，把农作物收获后的秸秆一

烧了之，殊不知露天焚烧秸秆，特别是集中露

天焚烧危害大、风险高。首先，露天焚烧秸秆

会污染空气。焚烧秸秆会产生大量的烟尘，包

括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和一氧化碳等污染

物，均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当污染物

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人的眼睛和呼吸道系

统刺激较大，轻则造成流泪、咳嗽、胸闷，严重

时可能导致支气管发炎，特别是对儿童和老人

影响大；其次，露天焚烧秸秆可能会引发交通

事故。露天焚烧秸秆产生的烟尘，会大大降低

能见度，干扰正常的交通运输，影响道路交通

安全，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在交通干线附近，

这种影响尤为突出；第三，露天焚烧秸秆还存

在火灾隐患。农作物收获季节往往气温较高、

天气干燥，露天焚烧秸秆存在引发森林、房屋

火灾的隐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

个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因露天焚烧秸秆致人

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记者：目前，我市秸秆禁烧工作主要

采取了哪些办法和措施？

谭文：我市秸秆禁烧工作坚持“疏堵结合、

以疏为主”的方向，各级各有关部门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联动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一是以宣促禁，引导群众“不想烧”。

通过报纸、电视台、微信、微博等媒体，以及召

开坝坝会、悬挂宣传横幅、开通村社广播、出

动宣传车、与农户签订承诺书、“小手拉大手”

等方式，广泛深入宣传露天焚烧秸秆的危害

和法律责任，秸秆综合利用的激励补贴政策，

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二是以责促禁，劝导群众“不能烧”。严格落

实市、县（区）、乡镇、村社四级责任体系，实行

网格化管理和分片包干责任制，对工作成效

不好，发现火点、黑斑的，对责任单位进行通

报批评、扣减工作经费和目标分。对责任不

落实、人员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市委绩

效办、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

执法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暗访巡查，利用无人

机、雷达走航车和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提升

发现秸秆焚烧现象的效率。各县（区）、园区

也成立了巡查组，乡镇、村社组织了巡逻队，

及时发现制止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三是以案

促禁，告诫群众“不敢烧”。露天焚烧秸秆是

国 家 明 令 禁 止 的 违 法 行 为 。 对 一 些 屡 劝 不

听、屡禁不止的农户，生态环境、公安、城管等

部门严格依法、公正执法，对有关责任人进行

立案查处，并公开曝光。各地也积极探索建立

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村规民约，进一步提高违

法成本。

记者：刚才你介绍了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工作联动开展，坚持“疏堵结合、以疏

为主”。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我们做了

哪些工作？

谭文：据了解，市本级和县（区）、市直园区

均制定了秸秆综合利用补贴标准，努力调动全

社会参与秸秆综合利用的积极性、主动性。比

如，购买秸秆还田专用农机累加补贴 50%，购

买具有秸秆还田功能的联合收割机械累加补

贴 30%。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企业、合作社按消

耗秸秆量给予财政补贴。对种植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等经营

主体，实施秸秆机械粉碎全量还田的，按作业

面积给予补贴。目前，全市已有 12 家企业、63
家合作社，开展秸秆粉碎还田和“五化”利用，

从源头上降低秸秆焚烧风险。

同时，各级财政还专门安排了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工作经费，市生态环境局也安排了

545 万元专项资金，根据工作情况给予奖补和

扣罚，引导督促县（区）、乡镇切实做好秸秆禁

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记者：秸 秆 禁 烧 工 作 涉 及 到 广 大 农

户，你对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谭文：确实，秸秆禁烧工作涉及到广大农

村，点多面广、管控难度大。在秸秆禁烧的重

点时段，很多基层的同志在深夜都还在工作，

但焚烧秸秆的现象仍然没有完全杜绝。这项

工作离不开农民朋友们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

与。在此，我也呼吁广大农民朋友，遵守法律

法规、树立环保意识、响应政府号召、不报侥幸

心理，自觉做到不焚烧秸秆，劝导邻居、亲朋不

焚烧秸秆，主动配合乡镇、村社开展秸秆综合

利用，共同保护遂宁的蓝天白云、共同维护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

5月，油菜和小麦等农作物进入丰收季。当我们沉浸于粮食丰收的
喜悦时，也不可忽视露天焚烧秸秆的严重危害性。

当前，正是打好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关键时期，露天焚烧秸秆既污
染大气环境，又影响人体健康。对此，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机改后的职责
分工，切实抓好秸秆禁烧工作。针对秸秆焚烧有关工作，记者专访了市
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谭文。

■本版文图 全媒体记者 郑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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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生态环境

遂宁高新区

高新区整治拆除私搭乱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静）近期，高新区聚贤镇快活

岭村部分群众未取得相关手续修建房屋、用单砖墙扩建楼层

等私搭乱建现象突出。针对这一情况，高新区全园上下“火

力全开”，集中攻坚整治私搭乱建，进一步规范城乡秩序，改

善群众居住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拆违是此次整治行动的重点之一，针对私搭乱建现

象，园区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将在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的基础上，指导、配合相关乡镇坚持‘依法依规、应拆尽拆’

的原则，全面查处违法建设行为，依规拆除无手续、存在安

全隐患等违章建筑。”据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前期摸

底排查，高新区在已经建立违建台账的基础上，进一步敲实、

落准了具体违建点位，把拆违任务压实到责任人、细化到每日

工作。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本次整治私搭乱建行动，将根据拆

违进度，及时销号撤台账，对新发现的违建，适时补充台账基

数，确保整治私搭乱建每日有进度、每周有变化。

同时，为了有效巡查私搭乱建，及时处置违建行为，相

关乡镇也采取了主动出击 ,“作为本次整治行动的重点乡镇，

聚贤镇除了通过流动宣传车宣传违建危害外，还成立了乡、

村、社组成的网格化巡查队伍，畅通私搭乱建的举报渠道。”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园区将进一步加强对整治

典型案例的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发动群众的力量，

使依法拆违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

“当前，高新区处于区划移交阶段，关于私搭乱建的属

地责任、源头管理、动态分析、联动处置、奖惩问责等机制正

在进一步的加紧完善当中。”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园

区将积极探索规划一批新村聚集点，通过加强规划引领，融

入特色文化，打造特色乡镇，为群众营造一个安全、舒适、有

序、美丽的生活环境。

“我为高新献一策”征集活动持续发酵

收到各类宣传语、金点子 1000余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连日来，“我为高新献一

策”征集活动持续发酵，目前已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各类高

新区宣传语、金点子 1000 余条。

“我为高新献一策”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引发广泛关注，

不仅市内众多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更受到全国各省市专家学

者的关注。上周，来自四川（含遂宁本地）、上海、天津、福

建、湖北、湖南、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市民陆续发来 800 余

条高新区宣传语、高新区发展金点子。同时，众多市民、网

友通过微信、网络积极参与“我为高新献一策”征集活动，为

遂宁高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本周开始，“我为高新献一策”征集活动将在遂宁日报

社所属新媒体上，开通以“我为高新献一策”话题专属区，适

时互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6 月初，开展征集活动网络初

评，将征集到的各类有价值的意见（金点子和形象宣传语）

按序号在新媒体上公布，进行网络评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5 月 22
日，市委副书记、遂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冯发贵主持召开高新区党政办公会会

议，传达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就抓好园

区防汛抗旱减灾、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

护等工作进行部署。市委常委、副市长、

遂宁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罗晖，高新区领导牛斌、徐毅、李戈亮、郭

雁萍、黄俊宁、金欣、朱忠诚出席会议。

就研究贯彻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和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高

新区各部门、乡镇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

的高度，增强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防治意

识，全面提升防汛抗旱、救灾能力，抓实抓

细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抓好预防工作，全面摸清家底，及

时整改安全隐患，特别是针对基础建设等

方面短板，要列出问题清单，拿出切实举

措，逐项解决问题；要做好监测预警，加强

对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预警，广泛发

动群众，做好群防群治工作；要制定完善

应急预案，做好防汛抢险各项工作应对。

要抓好救援工作，广泛组织消防官兵、民

兵队伍、公安干警、志愿者等，组建应急救

援队伍，强化应急救援抢险物资储备，提

升应急抢险救援能力，一旦发生灾害或出

现险情，要科学有序开展好抢险救援。

就传达市委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专题会精神，抓好高新区脱贫攻

坚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及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情况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决对标看齐，做到落实责任不松

劲、整治问题不手软、坚持标准不偏离、

转变作风不懈怠。会议强调，当前脱贫

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园区

上下要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脱

贫攻坚的重大决策部署，瞄准“两不愁三

保障”目标，进一步摸清底数，制定详实

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将脱贫

攻坚责任细化到部门、个人。要在干部

职工中实行联系帮扶制度，对口帮扶贫

困户，深入推进“摆龙门阵”活动，因户施

策，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要强化住

房安全保障、安全饮水保障、慢性病政策

落实，逐村逐户逐项梳理问题，对标补

短，确保脱贫攻坚质量。要进一步改进

作风、压实责任，对脱贫攻坚工作落实不

力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扶贫工作务实、

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就抓好园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

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树立“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深入查找

园区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迅速明确整改措施，

加大整改力度，确保取得实效。要补齐环

境污染治理、环保基础设施及环境监管能

力建设等方面短板，抓好污水管网建设、

黑臭水体治理、扬尘治理等各项工作。要

扎实开展常态监管，落实“门前三包”制

度，加强执法宣传教育，严惩破坏生态行

为，让环保生产、绿色生活更加深入人心。

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它工作事项。

5月 24日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高新区分局的工作人员会同高新区会龙镇

镇干部一道，到会龙镇石岩村 5 社对一处

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实地检查。

5 月 16 日，会龙镇在石岩村水泥村

道路上发现一处裂缝地质灾害隐患点。

该地质灾害隐患点下侧有一排民房，一

旦发生灾害将威胁该片区 4 户 14 人的生

命财产安全。发现问题后，会龙镇立即

组织相关人员转移、设置专门监测人员

和警示标志标牌。

“搬到安全的地方后，心里踏实多

了！”会龙镇石岩村村民陈术珍说，发现

地质灾害隐患点后，镇、村干部及时到她

家进行了通知并安排她搬离。“我们将对

路面裂缝进行灌浆处理，防止雨水进行

渗透，禁止重车对道路进行碾压。”据会

龙镇副镇长周建国介绍，日前，会龙镇开

展了防灾减灾综合应急演练，接下来将

对辖区内易出现地陷点的人员进行整体

搬迁，同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户

新居建设，让群众住上安全住房。

目前正值汛期，为做好汛期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遂宁高新区组织各单位按

照“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的要

求，认真组织安全检查，确保隐患排查实

现全覆盖。针对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迅速落实防治措施，确保人民群众安

全度汛。

截至目前，高新区共排查出自然地质

灾害隐患点 4处，主要类型是滑坡、山体崩

塌和地面塌陷，规模以小型为主，受威胁

群众约 32户、125人，受威胁财产约 380万

元。为抓好防汛救灾工作，高新区成立

“防汛救灾应急指挥部”，对重大危险源、

重大隐患实行分级管理，确保隐患得到及

时整治和重大危险源处于可控状态。进

一步明确和细化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

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以行业主管和属地监

管相结合，形成协调联动工作合力。

“我们正草拟出台 2019 年地质防治

方案以及地灾发生后的应急预案，落实

监测人员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制度，

确保地灾隐患点早发现、早预防、早治

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干

部田玉珂介绍，高新区正与船山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一起对地灾隐患点进行研

判提出整治方案，动员群众避让搬迁，做

好相关工作，确保群众的财产人身安全

不受到威胁。 （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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