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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姚县委办公室  大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迎接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级有关部门：    

按照《中共楚雄州委办公室 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

好迎接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通知》要求，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

组（以下简称省督察组）拟于 2017 年 8 月对我州开展环境保护

督察，为切实做好大姚县迎接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经县委、

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及分工 

    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大姚县迎接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工作机构，明确责任人员和职责。 

（（（（一一一一））））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陆积峰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委书记 

刘文跃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副组长：汪光献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何兴平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吴启荣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中 共 大 姚 县 委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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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协调：何兴平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周建民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联络员：谭  俊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  恩  县委政府督查室主任 

李仕奇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钟学能  县环保局局长 

主要职责：负责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督促各乡镇党委政府及县级相关部门，配合省督察组

在我县开展工作。 

（（（（二二二二））））领导小组工作机构领导小组工作机构领导小组工作机构领导小组工作机构    

迎省环保督察工作在大姚县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的

统筹领导下开展。领导小组下设协调联络组、文稿材料组、宣传

报道组、督查督办组、接访维稳组、后勤保障组、安全保障组 7

个工作组。 

1.协调联络组 

组  长：李仕奇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副组长：谭  俊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钟学能  县环保局局长 

成  员：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环保局相关股室

负责人 

主要职责：负责省督察组进驻大姚后的综合协调工作；与省

督察组对接具体工作事宜；安排布置与督察工作有关的各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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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场准备；在召开督察工作动员汇报会前协调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与省督察组的情况沟通；按照省督察组要求，协调对县委、

县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走访问询；根据省督察组个别谈话需

要，通知被谈话人及时到场；负责省督察组下沉督察的通知、协

调、保障等工作；统筹协调其他各组的工作。 

2.文稿材料组 

组  长：李仕奇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副组长：谭  俊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钟学能  县环保局局长 

成  员：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环保局相关科室负

责人 

主要职责：负责起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向省督察组的汇

报材料；根据督察工作需要，安排有关部门准备好专题汇报材料；

组织有关部门收集整理省督察组需要调阅的资料；收集整理省督

察组和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督察工作期间的讲话。 

3.督查督办组 

组  长：张  恩  县委政府督查室主任 

副组长：龙治宝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钟学能  县环保局局长 

成  员：县委政府督查室、县监察局、县环保局等相关股室

负责人，各乡镇纪委书记 

主要职责：负责督促检查省督察组、县级领导的要求、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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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等落实情况，根据督察工作需要，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做好

相关工作。 

4.宣传报道组 

组  长：华成敬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副组长：薛  成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钟学能  县环保局局长 

成  员：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公室、县环保

局等相关股室负责人 

主要职责：严格按照省督察组的要求和规定，负责督察组一

行从进驻我县到开展实际督察工作全程的新闻报道与发布、网络

舆情监测等工作，引导媒体正确开展宣传报道，协调主流媒体发

布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督察主要任务、时间安排和工作方式；

及时发布环境保护督察新闻稿。 

5.接访维稳组 

组  长：金红印  县委政府信访局局长 

副组长：钟学能  县环保局局长 

成  员：县级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 

主要职责：提前做好环保问题信访的排查、化解、稳控工作，

协助做好举报受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包括：制定并安排

专人负责落实信访和网络舆情工作方案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收

集、分析督察期间社会舆情，主动采取预防性措施；负责接听信

访电话、拆阅整理信访信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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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后勤保障组 

组  长：吴丽红  县接待办主任  

副组长：毛玉华  县环保局副局长 

成  员：县卫计局、县国家保密局、县经信局、县机关事务

管理局、县邮政管理局分管领导 

主要职责：安排专人负责省督察组一行到大姚县的迎接、酒

店入住、生活保障与出行；联系确定督察组一行入住宾馆和食宿

安排；开通邮政信箱；开通信访联系电话；安排医务人员定期巡

检省督察组人员健康状况，发放必备药品；为督察工作配置必需

的通讯、办公设备及办公用品。 

7.安全保障组 

组  长：刘明乾  县公安局副局长 

副组长：鲁  建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 

成  员：县公安局、县交警大队 

主要职责：做好督察组一行在大姚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二、有关要求 

（一）各工作组要根据工作方案确定的职责，进一步细化方

案，明确职责任务，务必做到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定人定责、

抓紧抓细，确保各项迎检工作落到实处。 

（二）各乡镇、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提前安排、提前部署，重点落实好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部门环保职责细化，特别是职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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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信访案件的排查、化解和处理，环境隐患的排查和整治，要

按照职责分工扎实开展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准备到位。 

（三）各责任单位参照附件 2 要求进一步细化梳理档案材

料，于 8 月 23 日 18:00 以前报县环保督察办公室（县环保局办

公室）备查，其余材料领导组一旦要求上报必须做到及时、准确，

严禁弄虚作假。县级相关部门要统筹好人员，确保相关工作人员

督察期间在岗，随时配合做好各项工作。 

 

附件：1.配合省环境保护督察组开展工作清单及任务分解 

2.省环境保护督察组调阅资料清单及任务分解（第 

一批) 

              

 

中共大姚县委办公室 

大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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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配合省环境保护督察组开展工作 

清单及任务分解 

 

一、安排督察动员汇报会（协调联络组负责） 

（（（（一一一一））））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    

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大姚县工作动员会 

（（（（二二二二））））会议议程会议议程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会议由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主持。 

1.督察组组长讲话； 

2.督察组副组长讲话； 

3.县委主要领导动员讲话。 

（（（（三三三三））））参会人员参会人员参会人员参会人员    

出席人员：督察组全体成员，州陪同督察人员，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成员和班子其他领导成员。 

列席人员：县人大和政协主要领导，与环境保护工作相关的

党委、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主

要负责人，各乡镇党政主要领导成员及班子其他领导成员，以及

其他需要列席的人员。 

（（（（四四四四））））会场安排会场安排会场安排会场安排    

会场设主席台，安排在主席台就坐的有：省督察组组长、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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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州委、州政府领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五五五五））））会议报道会议报道会议报道会议报道    

按照统一要求，通过省级、州级和县级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

公开督察主要任务、时间安排和工作方式，并公布省督察组联系

电话和邮政信箱。联系电话要注明督察进驻起止时间和每天接听

电话的具体时间。新闻稿由省督察组组长审定。 

（（（（六六六六））））会议传达会议传达会议传达会议传达    

由县委办公室和县政府办公室联合发文，印发督察组组

长、副组长和县委主要领导在动员工作会上的讲话，文件发至

乡镇级。 

（（（（七七七七））））资料保留资料保留资料保留资料保留    

会议结束后，请将 5 张照片（动员会议会场全景及省督察组

组长、副组长，州委、州政府领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特写）

和县委主要领导动员讲话刻录一张光碟转交省督察组有关同志，

文件印发稿及时交省督察组有关同志保留。 

（（（（八八八八））））汇报材料汇报材料汇报材料汇报材料    

由县委主要领导代表党委和政府，围绕督察重点内容，汇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近三年来当地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汇报材料要以问题为导向，问题表述部分应不少于资料整体

内容 60%，汇报时间原则上按一个小时掌握。根据需要，省督察

组还将听取环保等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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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环保督察宣传报道等工作（宣传报道组）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加强信息公开，做好舆论引导。做好动

员汇报会会议宣传报道和信息公开；做好督察期间相关情况的宣

传报道和信息公开；做好督察意见反馈会会议宣传报道和信息公

开；做好督察期间舆情收集分析和信息报送。 

三、协助安排走访问询和调研座谈会（协调联络组负责） 

根据督察需要，省督察组将对县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单

位进行走访问询；召开州、县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座谈会议。按省督察组确定的走访问询单位和调研座谈会时间协

调安排。指定专人协助做好协调落实工作。 

四、协助安排个别谈话（协调联络组负责） 

根据督察组确定的个别谈话范围和日程，协助通知被谈话

人，安排谈话地点。 

五、协助做好下沉督察的协调工作（协调联络组负责） 

根据督察组安排，指定专人协调做好通知、协调、保障等

工作。 

六、准备相关资料（协调联络组负责） 

根据督察工作需要准备有关材料，主要包括党委和政府关于

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工作落实等支撑性资料，以及与环境保护

督察有关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协助做好举报受理、舆论引导和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接

待维稳组负责） 

（一）制定信访和网络舆情工作方案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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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安排专人负责协调落实； 

（二）做好督察期间社会舆情的收集分析，便于省督察组了

解掌握舆情动态，采取预防性措施； 

（三）协调落实 4-5 名有一定经验的人员，负责信访电话

接听、信访信件拆阅整理等工作。 

省督察组进驻前，需将联系电话、邮政信箱设置情况告知省

督察组，以便组长在动员会讲话中公布。督察动员汇报会召开前，

有关人员应全部到位。 

八、抓好交办事项的督办（督查督办组负责） 

负责督促检查省督察组、州级领导的要求、批示、指示等落

实情况，根据督察工作需要，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九、协助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后勤保障组负责） 

（一）协助督察组总协调人或联系人确定入住宾馆和食宿安

排（与省督察组商议），入住宾馆需符合省国家机关规定和费用

标准，原则上以自助餐形式用餐；督察人员房间尽可能集中，用

餐地点应相对独立。 

（二）督察组进驻宾馆应安排 1 间可容纳 10 人以上办公的

工作间，1 间可容纳 20 人以上的会议室、2 间个别谈话室、1 间

投诉举报接听电话工作间。 

工作间应配外网电脑 5 台，打印机 3 台，复印机、碎纸机、

传真机、保密柜各 1 台，以及档案整理等其他必要的的办公用

品。接听电话工作间应配备录音电话 1 部、电脑 1 台、打印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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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档案盒若干。组长、副组长、总协调员房间各增加 1 部外线

电话。 

办公室设备原则上由旧用旧，其他需要配备的设备根据需要

协商确定。 

（三）与省督察组协商确定并开通固定信访联系电话，向邮

政部门申请邮政信箱 1 个（不标明地址）。 

（四）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做好后勤保障和安全保

障工作。 

未尽事宜请与督察组总协调人协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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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环境保护督察组调阅资料清单及任务分解（第一批） 

序号 资料内容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 

1 

2014 年以来，县委常委会（不含研究人事工作等）、政府常务会会议纪要，以及与

环境保护工作相关的专题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和有关汇报材料。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2 

2014 年以来，县委、政府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

执法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问题处理情况

的通报》等文件以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云南省水污染防治

行动实施方案》《云南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实施意见》工作方案、配套措施、责任分工和监督检查等

情况，近三年年度工作安排和工作总结。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县发改局 

县经信局 

县环保局 

县国土资源局 

县林业局 

县农业局 

县水务局 

 

 

 

 

 

 

 

 

 

 

3 

2014 年以来，县委、政府制定出台的涉及环境保护工作的文件规定、政策措施、规

划计划等。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4 

2014 年以来，中央、省领导同志关于县内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事件的批示调查处理

及责任追究情况。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县纪委 

县委政府督察室 

县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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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内容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 

 

5 

2014 年以来，县委组织部、县监察局直接调查处理或督办的涉及环保问题的案件，

以及责任追究情况。 

县委组织部 

县纪委监察局 

 

 

 

 

6 

县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情况。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县环保局 

 

 

 

7 2014 年以来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县发改局 

县经信局 

  

8 

县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和重点产业聚集区清单（需逐一明列规划环评编制、审批、执

行情况，以及污水处理、集中供热等基础环保设施规划建设等情况），省、州、县重

点项目和水电建设项目清单（需逐一明列环评编制、审批、执行情况）。 

县发改局 

县经信局 

县水务局 

县环保局 

 

 

 

 

 

 

9 2014 年以来，县（市）级环保部门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清单。 县环保局  

 

 

10 

 

县（市）级、乡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主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数量、

分布和基本情况，自然保护区设立、调整、撤销等文件批示，重点流域保护区内的

建设项目清单、产业准入情况，以及 2014 年以来检查发现在上述区域内违法违规建

设项目清单。 

县林业局 

县住建局 

县水务局 

县发改局 

县环保局 

 

 

 

 

 

 

11 

县、乡（镇）重点流域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等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等情况。 

县水务局 

县住建局 

 

 

 

12 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产生及处置现状、存在问题。 

县卫计局 

县环保局 

  



 
- 14 - 

序号 资料内容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 

13 

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重点流域水污染

防治规划（2011—2015 年）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 

县经信局 

县环保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县住建局 

  

14 国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及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编制情况。 

县发改局 

县环保局 

  

15 

2014 年以来，县级空气质量六项监测因子年度均值数据，主要河流湖库水质监测点

位 COD、氨氮、总磷、总氮等主要监测指标年度均值数据。 

县环保局 

 

 

 

16 “黄标车”、老旧车淘汰进展情况。 

县公安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经信局 

县环保局 

  

 

17 

2014 年以来，县级环境执法情况，包括安排部署、案件处罚、信访案件调查处

理，以及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和移交移送司法等重点案件

查处情况。 

县环保局 

 

 

 

18 2014 年以来，环保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支出明细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报告。 

县审计局 

县环保局 

县财政局 

  

19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涉及我县整改情况（需逐一说明整改问 

题、整改措施、整改进度、完成时限、存在问题）。 

县环保局 

各乡镇党委和政府 

县级相关部门 

  

备注：1.所有资料须加盖单位公章，非涉密资料应同时提供电子版。 

2.提交材料需有台帐、支撑性文件、数据，内容要详实，全面，归档要规范。 

3.资料提交大姚县环保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0878-6211747（兼传真） 联系人：王羽婷   联系电话：18487098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