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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摘要政策摘要政策摘要政策摘要】】】】

●危险废物的贮存有什么要求？

依据《固废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贮存、利用、处置危险

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依据《固废法》第八十一条规定，

贮存危险废物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贮存性

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

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

废物中贮存。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管重点有哪些？

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时应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重点对现

有法律法规中有明确法律责任的具体行为进行检查。重点关注设

计文件中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

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情况；建设单位施工合同涵盖环境

保护设施建设内容并配置相应资金情况；建设项目实际开工时间

超出环评文件批准之日五年的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情况；建设

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与环评文件、批复文件或环境保护设施设计要求的一致

性，发生变动的，建设单位在变动前开展环境影响分析情况，重

大变动重新报批环评文件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与主体工程

施工同步实施情况；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或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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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际条约履约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遵守情况；环评批复文件

中环境监理要求的落实情况等。

【【【【市级动态市级动态市级动态市级动态】】】】

● 综合信息

1．8月 3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主持召开“优化执法

方式助推企业发展试点工作方案”讨论会。市生态环境局信息中

心、市生环执法支队、东区生态环境局、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公

司、攀钢钒公司能动分公司、攀枝化盘江煤焦化公司、攀钢钒公

司提钒炼钢厂等单位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讨论。

2．8月 5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支队长王天武组织

召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 4+1专项整治”工作资料收集会。

3．8月 7日，完成执法支队纳入日常考核人员二季度考核

鉴定。

4．8月 15日，上报攀枝花市“散乱污”企业生态环境问题清

理排查半月报。

5．8月 17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支队长王天武为市

生态环保执法支队全体党员干部上党史教育专题党课。强调必须

服从党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6．8月 17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支队长王天武组织

召开中共攀枝花市生态环境执法支队党支部党员大会。要求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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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二是要学用结合，三是要进一步梳理年初

既定工作计划和当前临时工作任务，查缺补漏及时沟通，确保按

时、保质完成各项工作。

7．8月 18日，执法支队安排部署第二批固定污染源自动监

测监控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8．8月 20日，组织支队机关各大队学习《换届纪律及有关

要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落实“十严禁”、

“四必须”、“六坚持”等要求。

9．8月 25日，编制完成《执法支队党支部委员会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对照检视报告》。

● 专项工作

1．．．．特殊勤务工作特殊勤务工作特殊勤务工作特殊勤务工作。。。。一是开展打击危废环境违法和在线数据

弄虚作假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严查各类在线监测违法行为。

二是按照省总队文件要求进行火电、水泥和造纸行业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测数据标记和电子督办试点工作，试点企业已全部完成设

备的升级、调试、联网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数据自主标记。

三是推进 2020年省级重点污染源视频监控（二期）项目建设工

作，按照自动监控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统一部署有序推进。四是

对重点排污单位开展自动监控排查。五是对第二轮央督转办信访

件进行现场督办，同时对支队牵头办理的央、省督察信访件现场

核查情况开展调度。六是对环保税资料交换及环保税征收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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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税务部门召开涉税信息（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

系统）应用培训会。七是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对企业进行评

价审核。

2．．．．机动车污染监管防治工作机动车污染监管防治工作机动车污染监管防治工作机动车污染监管防治工作。。。。一是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监

管。8月全市开展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 10275台次，初检合格率

96.18%。巡查检验机构 8家次，发现问题 3个，提出整改要求

26条。二是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系统已完成设备安装，现与

公安交警部门联合执法在炳三区进行机动车排气路检，监测柴油

车辆 4931台，抓拍黑烟车 35台，移交公安 9台，已处罚 2台。

三是对花城新区公园 1号进行了抽查，共抽查 4台非道路机械，

均达标。四是对 8个环检站点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I/M）制

度实施情况开展了检查，所有站点均严格实施了“I/M 制度”，对

个别站点公示不规范情况提出了整改要求。

3．“两城两城两城两城”执法工作执法工作执法工作执法工作。。。。一是完成双随机任务。二是收集汇总

上报 8月份专项执法检查资料及各县区大队对钛白粉、洗选企业

的干堆场、尾矿库排查整治情况信息。三是办理“海绵钛欣宇经

营部酸性废水外流马店河案”、“陈志华、贺杨卫、鲍小亮私自倾

倒尾砂案”、“菲德勒污水处理厂未保证在线设施正常使用案”，

“邓玲案”。四是核查海绵钛、四氯化钛两家公司排放废水氯离子

超高、8月 4日空气中臭氧超标、大互通公司总外排口监控点

COD超标、大互通公司锅炉尾气段粉尘颗粒物超标、海峰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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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锅炉尾气粉尘颗粒物超标原因。五是开展专项督查检查，对钒

钛园区（渣场、污水处理厂、火车站货场、多家化工企业）、新

开源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大庆砖厂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危废

收集堆存、标识标牌、处理台账等问题及问题点位督促业主立行

立改。

4．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一是认真及时做好信访投诉

件受理、调处及系统录入工作。二是完成了生态环境厅转办信访

件 1件、市信访局转办件 1件的调处工作。同时，积极准备央督

信访投诉相关资料。三是继续做好移动执法任务。已完成了三季

度《移动执法系统》派发的双随机执法任务，做到执法留痕。四

是积极参加监测业务知识、现场采样、信访举报案件办理等各类

培训。

5．法制稽查工作法制稽查工作法制稽查工作法制稽查工作。。。。一是督促各派驻大队规范环境行政处罚

案件办理时限。二是梳理本季度的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形成典型

案例。截至 8月 30日，全市执法机构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39件，

处罚金额 650万元，实施查封扣押 3件，移交移送 3件，完成录

入移动执法系统 16件。执法任务完成总数 963条，其中双随机

任务 271条，其他任务 692条。

【【【【县区执法动态县区执法动态县区执法动态县区执法动态】】】】

●东区执法大队东区执法大队东区执法大队东区执法大队

1．现场督导检查现场督导检查现场督导检查现场督导检查。。。。对攀枝花市鼎钛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



—8—

市翔森砂厂、攀枝花市金属制品厂、攀枝花市钒制品厂、攀枝花

市柱宇钒钛、攀枝花鼎星钛业、红杉钒制品厂、攀钢主厂区炼铁

厂新三号高炉空料线、3号和 4号焦炉等企业和生产现场环保设

施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督查检查；对鼎星渣场、虹亦干堆场、汇杰

干堆场、鑫帝干堆场等企业进行扬尘防控现场检查。

2．．．．“零点零点零点零点”行动保障空气质量行动保障空气质量行动保障空气质量行动保障空气质量。。。。一是 8月 5日和 6日晚，分

别对攀钢冶材、攀枝花市钒制品厂、西磁公司、攀枝花市柱宇钒

钛、攀枝花鼎星钛业、攀钢钒烧结机、3#4#焦炉、荷花池球团厂

进行突击夜查。现场核实上述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减排情况生产

台账及烟气在线设施的运行情况。二是对花城生活广场及铜锣湾

片区餐饮店铺进行检查。

3．．．．排查隐患排查隐患排查隐患排查隐患，，，，保障安全保障安全保障安全保障安全。。。。8月 9日上午，执法人员对高梁

坪鼎星渣场，汇杰干堆场，柱宇钒钛，鑫帝干堆场进行汛期环境

安全隐患检查。

4．．．．“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危险废物”联合执法联合执法联合执法联合执法。。。。对小沙坝片区的汽车 4s店开展现

场检查，重点检查上述企业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和危废管理工作落

实情况，现场要求企业做好环境卫生工作，做好生活污水处置工

作，完善危废处置台帐，严禁出现生活污水外排行为，切实保障

辖区环境安全。

5．．．．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主办央督交办信访件 1件，协办 6件。8月共

接到市、区转办信访投诉 60件，其中噪声类 39件，大气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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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中焦煤味 10件），截止目前处理回复 59件，未回复 1件，

出动执法车辆 60台次，出动执法人员 120人次。

●西区执法大队西区执法大队西区执法大队西区执法大队

1．．．．迎督工作迎督工作迎督工作迎督工作。。。。一是全力完成省督反馈问题清单和省厅第五监

察专员办监察发现的问题复查工作。二是完成第一轮央督、省督和第

二轮省督信访件的属实件回头看及回访工作并排查信访问题线索。

2．．．．脏车治理工作脏车治理工作脏车治理工作脏车治理工作。。。。8月，共检查2972台车辆，谈话记录 27份，

现场整改27辆，货运脏车整治行动工作周报已及时上报。

3．．．．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8月，西区大队共受理 12369热线交办及 12345

热线转办环境类信访件18件。其中，大气类 13件，噪音类 1件，其

他类4件，已全部按时办结。

4．．．．严查环境违法行为严查环境违法行为严查环境违法行为严查环境违法行为。攀枝花市翰通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涉嫌“无

证排污”案调查终结，已移交法治审查，正在进行案卷补证、组证。

分别对攀枝花天永成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高晶钒钛汽车板簧有限

公司、攀枝花市翰通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及该公司法人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

5．．．．双随机执法双随机执法双随机执法双随机执法。。。。西区大队运用移动执法系统共完成“双随机”、

企业日常检查等任务15件。

6．．．．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继续推进空气质量保障、疫情防控、汛期环境安

全隐患排查、在线监测设备、危险废物、堆场整治等专项行动。

●仁和执法大队仁和执法大队仁和执法大队仁和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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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迎督工作迎督工作迎督工作迎督工作。。。。对上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点位进行

全面再回头看，再排查，并配合相关部门作好迎检点位问题排查，

督促指导问题整改。牵头承办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仁和区政府信访

件 2件。

2．．．．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全面梳理排查仁和区近几个月涉生态环境信

访投诉，针对餐饮油烟、社会生活噪声等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

题进行研究，提出整治建议并每日派出执法人员对参与城市餐饮

油烟、社会生活噪声联合整治。

3．．．．双随机执法双随机执法双随机执法双随机执法。。。。完成双随机移动执法任务 30件，其中自建

移动执法任务 9件。发现违法线索进检查核实，继续推进环境违

法案件调查 11件，其中，完成 5件案件调查终结，送达处罚事

先告之书 2份。本月新立案 1件，发出责改决定书 2份。

4．．．．推进问题整改推进问题整改推进问题整改推进问题整改。。。。一是完成省、市督办两件包案群众身边

环境问题整改，协助区法院清运“显林砂厂”砂石，消除环境隐患；

二是督促“云栖酒店”空调器噪声加装防治设施，设备噪声整改达

标。三是继续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专项整治行动，积极配合区有关

部门参与空气质量保障，开展“臭氧”防控、“散乱污”、固体废物、

煤矸石、矿山生态等专项整治行动。

5．．．．组织检查组织检查组织检查组织检查。。。。组织执法人员对四医院、岩神山集中隔离点

污水治理设施进行检查，对四医院排污进行检查，指导完成在线

监测设备维护。继续落实安全生产、信访、维稳 24小时在岗值



—11—

班等，确保生态环境领域稳定。

●米易执法大队米易执法大队米易执法大队米易执法大队

1．．．．双随机执法双随机执法双随机执法双随机执法。。。。运用移动执法系统开展执法检查，完成双

随机执法任务及自建检查任务 23个。

2．．．．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开展开门接访工作。积极办理“12345”市民热

线和县民情联动接待转办的环境信访投诉，受理办理 7件环境信

访件，2件正在办理。

3．．．．迎督工作迎督工作迎督工作迎督工作。。。。一是持续对第一轮省督、央督，第二轮省督

部分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二是配合牵头部门

对中央环保督查交办信访件（编号：X2SC202108280037、

X2SC202108300063）开展调处工作，并对涉嫌环境违法行为开

展调查。

4．．．．组织培训组织培训组织培训组织培训。。。。组织大队同志参加2021年汛期水环境安全成

都市金堂县应急实战演练、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省环境质

量自动站运行保障工作、省厅案件督办工作、全省信访工作等视

频培训会。

5．．．．推进问题整改推进问题整改推进问题整改推进问题整改。。。。一是持续对《米易县非煤矿山生态环境

问题排查整治责任清单》部分点位问题开展督促整改工作。二是

持续开展汛期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督促责任单位隐患问题整改及

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

6．．．．实地调查核实实地调查核实实地调查核实实地调查核实。。。。一是陪同市案件督办组刘学文副组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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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坝沙石堆存点、乌龟石水电站、万年沟尾矿库、冰花兰矿山

开展检查。二是对中央环保督查交办信访件（编号：

X2SC202108280037）现场督办指导。三是开展“阳光问廉”电视

节目曝光环境问题“回头看”，并对涉及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四是对省总队移交的白马球团烟尘在线数据日均值疑似超标情

况开展调查核实并反馈。

●盐边执法大队盐边执法大队盐边执法大队盐边执法大队

1．．．．专项工作专项工作专项工作专项工作。。。。一是开展新九工矿区选矿企业固体废物专项

检查行动，重点对无尾矿库及干堆场的选矿企业进行详查并建立

相关台账。二是对垃圾填埋场及污水处理厂进行专项检查，对国

胜垃圾填埋场、盐边县城污水处理厂扩能重建项目存在的问题提

出整改要求。三是持续开展危险废物等三年整治专项行动。

2．．．．违法行为严打违法行为严打违法行为严打违法行为严打。。。。严厉打击自动监测数据造假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持续开展长江经济带废矿物油排查、涉危险废物违法案

件查处等行动。

3．．．．迎督工作迎督工作迎督工作迎督工作。。。。一是开展第一轮省督、央督信访投诉件现场

核查工作。二是开展第二轮省督交办第三批典型案例涉及盐边生

态环境局牵头整改的“企业污染防治”等生态问题整改工作，纳入

整改企业 39家，31家完成整改，8家正在整改中。

4．．．．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信访工作。。。。办理“12345”等转办环境信访投诉案件 83件，

立案调查企业 2家。对 2021年 1月—8月环境信访投诉办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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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分析并形成专报报盐边县委、县政府。

5．．．．整改工作整改工作整改工作整改工作。。。。一是持续开展省生态环境厅第五专员办暗访

问题交办“盐边县润杰矿业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二是配

合开展了矿山矿企生态环境、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工

作。三是配合经信部门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工作。四

是开展汛期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地质灾害调查统计工作。



报：省总队，星钢局长、建荣副局长、邹组长、李莉副局长、李涛

副局长、晓峰书记、王总工，局办公室、法宣科。

发：各执法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