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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重点区域，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我部决定统

筹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力量，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对重点区域城市

开展强化监督定点帮扶，督促落实蓝天保卫战各项任务措施，坚决

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一、总体要求

（一）时间安排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3 月。每 15 天为一个轮次，压茬交接，

持续开展。

（二）强化监督定点帮扶范围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确定

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重点区域城市，包含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市，山

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晋中、运城、临汾、吕梁市，山东省

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

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洛阳、三门峡市，陕西省西安、铜

川、宝鸡、咸阳、渭南市（含河北省雄安新区、定州市、辛集市，河

南省济源市，陕西省西咸新区、杨凌示范区、韩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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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原则

坚持目标导向。既关注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又关注治理任务进

展，切实督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坚决完成《行动计划》目标任务。

坚持包干负责。集中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力量对重点区域城市，

按照包干负责方式开展强化监督定点帮扶，提高工作的科学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

坚持效能优先。适时对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进行评估，根据

需要及时调整工作安排，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和运行机制，提高工作

效能。

坚持依法规范。依法依规、有理有据开展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

作，严格按照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推进的要求落实各项任务

措施，完善工作规范和考核标准，避免工作随意性。

坚持锻炼队伍。把强化监督定点帮扶作为培养锻炼队伍的重要

阵地，组织广大干部深入基层，既当好监督组，更当好服务队，激

发干部崇尚实干、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努力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

军。

（四）组织结构

生态环境部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重点区域派驻强化

监督定点帮扶工作组。每个城市成立 1 个中心组及若干普通组。根

据工作需要，还将针对重点城市和重点任务安排特别组。中心组、

普通组和特别组统称工作组。重点区域 39 个城市共安排 300 个左右

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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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组一般由组长、副组长、联络员及 1 名干部共 4 人组成。

在每年 4 月至 9 月期间，由部机关（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选派 1

名处级及以上干部担任中心组组长，省级生态环境部门选派 1 名支

队长及以上职务级别干部（或有同职务工作履历干部）担任中心组

副组长。在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秋冬季攻坚期间，原则上中心组组

长由三个包保单位（部机关（派出机构）、直属单位和省级生态环境

部门）司局级干部担任，并遵循每位司局级干部原则上必须参加一

轮次，且只能参加一轮次的要求。在正常轮次安排之外，确因强化

监督定点帮扶工作需要，司局级干部可通过调研方式赴定点城市开

展工作。

普通组每组 3 人，由部机关（派出机构）、直属单位和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组长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推荐。

特别组人员组成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二、工作机制

在目前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帮扶工作模式的基础上，

实行包保到市、定点帮扶方式，强化中心组统筹协调职能，充分发

挥工作组监督和帮扶作用。

（一）实行“三位一体”包保到市机制

实行部机关（派出机构）、直属单位和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三位

一体”共同负责工作机制，由 1 个部机关部门（派出机构）、1 个直

属单位以及 1 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包保、对口帮扶重点区域的 1

个城市，并派员组成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组。部机关各部门（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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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督察局、7 个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以及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站）为牵头单位，主要发挥主导、统筹、协调作用；直属单位和省

级生态环境部门为共同负责单位，在牵头单位协调和组织下，做好

组长及其他人员选派，落实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各项任务。强化监督

定点帮扶分组安排见附件 1 和附件 2。

（二）坚持“不替代、不干预、不打扰”的工作模式

保持目前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帮扶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机

制，按照“排查问题列清单，交办政府落责任，核查清单促落实”

工作模式，实行“排查、交办、核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工作

法。工作组根据《行动计划》和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方案

规定的各项任务清单开展全面排查，发现问题上报执法局，经执法

局审核后符合问题认定标准的，交由地方政府对问题予以确认。地

方对问题有异议的，可提出申诉。经确认无异议的问题，通过督办

函方式交办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限期上报整改方案并督促整改。

督办问题全部拉条挂账，定期开展整改情况核查，对突出问题和整

改不到位的典型案例加大曝光力度，开展量化问责，逐级压实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

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不替代、不干预、不打扰地方政府及相

关部门和单位的正常工作。工作组不替代地方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而是依法依规查找突出问题，依法移交地方政府研究解决。工

作组不干预问题处理，而是帮助地方建立问题台账并督促落实，逐

一整改销号。工作组不打扰地方工作安排，独立开展工作，自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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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吃、住、行并承担相关费用，不允许地方接待、陪同检查，不增

加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工作、经济负担。

中心组主要是按照统一安排部署做好组织、协调工作。负责与

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联络、沟通、协调强化监督定点帮扶有关工作

事项，督促、指导、协调城市内普通组开展工作，抽查重点问题，

加强工作组队伍和作风建设，并及时向执法局汇总报告情况、反映

问题、提出建议。强化监督定点帮扶期间可以向地方政府及相关部

门调阅资料，全面了解地方工作进展情况；可以通过交流座谈等方

式向地方宣传政策，反馈问题，传导工作压力；可以在调查重点问

题和遇到特殊情况时要求地方提供协助；可以组织城市大气污染防

治联合攻关小组共同开展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中心组要统筹各

普通组工作，及时调度各组工作情况，督促任务落实，调动工作组

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确因工作需要，商执法局同意后可以调整

各普通组的人员安排和任务分工，不断提升工作效能。中心组要切

实做好强化监督定点帮扶期间党建工作，密切党建和业务工作联系，

加强工作组队伍管理和作风建设。

普通组在中心组统筹协调下，对照各类任务清单独立开展工作，

以排查和发现问题为主，原则上不得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联系，

也不得反馈问题和意见。

（三）加强“三个统筹”的指挥调度机制

统筹调度工作组。执法局负责归口管理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

组织制定和完善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制度体系。统筹做好人员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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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业务培训、任务推送、问题审核、问题督办、整改核查、情况

汇总、协调指导等各项组织工作。

统筹协调部内司局。执法局负责沟通协调督察办、大气司、监

测司、环评司、科财司、宣教司、机关党委、普查办等按职责做好

目标考核、督察问责、政策解读、环境空气质量形势分析和研判、

排污许可制度技术支持、经费保障、宣传引导、党建指导、污染源

普查数据提供等工作。对强化监督定点帮扶中发现的政策标准、治

理技术方面的薄弱环节，及时反馈相关司局，提出业务需求。汇总

梳理相关司局提供的工作材料，形成检查指南和工作手册，为工作

组提供业务支持和保障。负责及时将重污染天气应急有关问题转送

大气司，排污许可制度有关问题转送环评司，举报信访案件核实情

况转送办公厅、应急中心。

统筹汇总报告和发布情况。各中心组定期以简报形式向执法局报

送阶段工作情况，执法局汇总整理后向部领导报告，并通报各中心组。

每轮次工作结束后，各中心组将本轮次工作情况以及有关意见建议以

工作总结形式报送执法局，执法局商有关司局对意见建议研究后提出

措施，不断优化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执法局负责统筹对外信息

发布，并与宣教司建立问题曝光和新闻发布的工作机制。

督察办要制定《行动计划》和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方

案督察问责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针对未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未完成交办问题整改、新发现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重点区域城市，

组织开展督察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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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司要梳理各城市年度任务目标和终期考核目标及考核办

法，提供各地攻坚任务清单，明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排放标准、

整治要求、治理技术，形成政策解读和技术指南，并将相关材料提

供给执法局，用于培训和指导工作组开展工作。

监测司要加强环境空气质量形势分析和研判，做好各地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数据汇总、分析，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向执法局提供有关

监测数据和分析结果。

环评司要督促地方对“应发未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进行排查，

梳理形成清单提供给执法局，为工作组开展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

检查提供技术支持，督促各地严格执行排污许可制度。

科财司要协调驻点重点区域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联合攻关小组

单位和专家，加强与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组的对接。加强预算资

金管理，做好工作经费保障。

宣教司要组织做好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的宣传和舆论引导。

机关党委要加强对强化监督定点帮扶临时党支部党建工作的指

导。

普查办要梳理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成果，将涉气污染源

企业相关信息提供给执法局。

三、工作职责

（一）加强政策法规宣贯

开展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期间，要向重点区域城市党委、政

府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中央、国务院打好污染防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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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战决策部署，传达生态环境部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最新工作要求，

推动地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树牢绿色发展

理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动计划》及大气污染防治政

策宣讲和解读，引导企业明确守法底线，真正知法懂法，不断提高

守法自觉性。

（二）开展监督帮扶

针对重点区域、重点指标、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安排相应的强

化监督工作任务。一是排查发现问题。按照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方

案和任务清单，全面开展排查、发现问题，督促地方建立问题台账，

制定整改方案。二是核查交办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对照地方整改方

案，对核查清单内的交办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实，督促整改到

位。三是摸排当地攻坚任务进展情况。对各地散煤“双替代”改造

（煤改气、煤改电）、“散乱污”企业整治、燃煤锅炉改造与淘汰、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核实。

切实增强帮扶意识和本领，帮助地方和企业共同做好工作。一

是加强宏观指导。组织大气污染防治联合攻关小组开展强化监督定

点帮扶工作，完善“一市一策”治理方案，定期对攻坚任务进展和

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对存在困难的，及时预警并向部党组

报告。二是提出建议措施。深入一线基层和企业开展调查研究，针

对区域性问题、共性问题、突出问题提出工作建议，优化地方污染

治理方案，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各项任务措施取得实效。三是帮助解

决问题。发挥生态环境部门人才、政策和技术优势，开展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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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务培训，对企业反映的技术困难和政策问题开展现场帮扶，切

实帮助地方政府和企业解决污染防治及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三）培养锻炼队伍

强化监督定点帮扶既是抓污染防治攻坚任务落实的关键举措，

也是培养队伍、锻炼队伍的练兵场和试金石。来自不同单位和部门、

从事不同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要按照打造生态环境保护

铁军的要求，通过异地执法、交叉执法等方式，加强交流和学习，

不断提升执法经验和业务能力。通过在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中“干

中学、干中练”，丰富部机关（派出机构）、直属单位人员基层和实

践经验，促进工作方式和思想作风转变。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

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落实生态环境部工作要求，深

刻认识打赢蓝天保卫战“全国一盘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扎实做

好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

（二）压实责任

开展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是生态环境部党组

部署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保障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制度安排。承

担强化监督定点帮扶任务的机关各部门（派出机构）、直属单位和各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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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折不扣完成部党组交办的任务。对《行动计划》年度任务目标和

终期考核目标完不成的，包保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向部党组作出说

明。

（三）加强保障

各派员部门和单位要全面支持和保障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

要加强组织协调，选派能力强、敢担当的干部，不得安排孕期、哺

乳期女职工，以及身体健康状况欠佳人员。要做好内部工作协调，

确保参与强化监督定点帮扶人员全身心投入工作，现场工作结束后

妥善安排好补休、轮休。做好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经费（往返差

旅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租车费等）保障。

（四）强化培训

执法局要协调大气司、环评司等相关司局针对不同的强化监督

定点帮扶任务加强业务培训，针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排污许可

制度等不同攻坚任务编制针对性强的工作手册。各部门各单位要对

派出参加强化监督定点帮扶人员开展必要的业务知识和廉洁纪律培

训。按照因地制宜、务求实效的原则，可采用集中培训、视频培训、

分级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

（五）实施奖惩

执法局组织对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期间各部门各单位派员情

况及个人表现进行考评，考评结果报部领导，并抄送人事司、机关

党委及派员单位。根据考评结果，对组织工作出色的派员单位及工

作绩效突出、作风硬朗、带头表率作用明显的个人给予表扬，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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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函；对组织工作不力的派员单位及工作绩效较差、工作态度恶

劣、违反工作和廉洁纪律的个人通报批评。获得表扬函的公务员及

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在年终考核、评优评先中优先考虑；事业编制

和聘用人员上调绩效等级，并在评优评先中优先考虑。获得表扬函

的派员单位，领导班子年终考核给予加分，优先考虑“先进集体”

评定。被通报批评的人员年终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被通报批评的

派员单位年度不得评优评先。

（六）作风建设

按照有关要求，所有城市工作组应成立临时党支部和党小组，

加强思想政治学习，以党建严纪律、强作风、促业务。临时党支部

由牵头负责帮扶该城市的部门和单位党组织归口管理，并指定临时

党支部书记人选。临时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要在工作中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坚决落实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各项任务。机关各部门（派

出机构）和直属单位，以及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生态环境部

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监督工作“五不准”》要求，做好派出人员廉政

管理，严格落实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不断强化工作作

风，确保强化监督定点帮扶队伍遵规守纪、风清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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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 城市

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分组安排

序号 包保城市 机关部门（派出机构） 直属单位 省份

1 北京 办公厅 信息中心 海南

2 天津 执法局 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河南

3 石家庄 督察办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浙江

4 唐山 华北督察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山西

5 廊坊 综合司 环境规划院 重庆

6 保定 大气司 环境规划院 湖北

7 沧州 海洋司 海洋监测中心 广东

8 衡水 法规司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安徽

9 邢台 华南督察局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湖南

10 邯郸 核一司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江苏

11 太原 人事司 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广西

12 阳泉 水司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上海

13 长治 生态司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辽宁

14 晋城 西北督察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甘肃

15 济南 监测司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河北

16 淄博 华东督察局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浙江

17 济宁 国际司 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天津

18 德州 固体司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广东

19 聊城 土壤司 中国环境报社 河北

20 滨州 环评司 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河北

21 菏泽 核三司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云南

22 郑州 科财司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福建

23 开封 东北督察局 海洋监测中心 吉林

24 安阳 西南督察局 环境规划院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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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包保城市 机关部门（派出机构） 直属单位 省份

25 鹤壁 核二司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山西

26 新乡 应急中心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四川

27 焦作 气候司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

际合作中心
安徽

28 濮阳 宣教司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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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汾渭平原 11 城市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分组安排

序号 包保城市 机关部门（派出机构） 直属单位（派出机构） 省份

1 临汾 珠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山东

2 运城 机关党委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西

3 吕梁 太湖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陕西

4 晋中 老干办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山东

5 洛阳 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黑龙江

6 三门峡 松辽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北京

7 西安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内蒙古

8 宝鸡 机关服务中心 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河南

9 咸阳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江苏

10 铜川 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东北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西南核与

辐射安全监督站、华南核与辐射

安全监督站、西北核与辐射安全

监督站

青海

11 渭南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