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 5 月 15 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第二批“回头看”反馈工作
结束。 这标志着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全部完成。

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 15 万余件，罚款数额达 24.6 亿元，行政和刑事拘留 2264 人……第一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的一系列数字反映出督察取得的实际效果。

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 15 万余件
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6 年 2 月 4 日，中央环
保督察试点在河北展开。
大约两年时间， 督察实现
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全
覆盖。 2018 年起，又对其
中 20 个省份进行了督察
“回头看”。 近期集中反馈
督察意见的就是第二批

“回头看”的 10 个省份。
生态环境部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一轮
督察及“回头看”共受理
群众举报 21.2 万余件，合
并重复举报后向地方转
办约 17.9 万件，绝大多数
已办结，直接推动解决群

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 15
万余件。其中，立案处罚 4
万多家， 罚款 24.6 亿元；
立案侦查 2303 件， 行政
和刑事拘留 2264 人。 第
一轮督察及“回头看”共
移交责任追究问题 509
个。 目前，第一轮督察移
交问题已完成问责，两批

“回头看” 问责工作正在
开展。

这位负责人说， 通过
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有
效压实了地方党委和政府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取得
了“百姓点赞、中央肯定、
地方支持、解决问题”的显
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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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全部完成

解决 15 万余件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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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每日赔偿315.94元
5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公布

了自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
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
每日 315.94 元。

同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下发
通知， 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
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 执行新的日
赔偿标准 315.94 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
的， 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
工资计算。 ”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5 月 14 日公
布，2018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为 82461 元。 ②6 （据新华社）

一般工商业电价

进一步降低
5 月 15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降低一

般工商业电价第二批措施。其中，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降低 50%形成的降价空
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一般工商业平
均电价再降低 10%。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适当延长电网企
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将电网企业固定资产平
均折旧率降低 0.5个百分点； 增值税税率和固
定资产平均折旧率降低后， 重新核定的跨省跨
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降低形成的降价空间在送
电省、受电省之间按照 1︰1比例分配。 这些措
施形成的降价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
价。因增值税税率降低到 13%，省内水电企业非
市场化交易电量、 跨省跨区外来水电和核电企
业非市场化交易电量形成的降价空间， 全部用
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②6 （据新华社）

第二批“回头看”暴露敷衍整改等四大共性问题
自今年 5 月 5 日起，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分别向辽宁、吉林、山西、
陕西、安徽、山东，湖北、湖
南、四川、贵州等 10 省反
馈“回头看”督察意见。 第
二批“回头看”督察意见坚
持问题导向，客观评价 10
省份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效果， 其中湖北、吉
林、 贵州等省取得显著成
效，湖南、安徽、四川、辽宁
等省取得重要成效，陕西、

山东、 山西等省取得积极
成效。

10 省份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进一步加大整改
力 度 。 督 察 组 交 办 的
38141 件群众环境举报，
截至目前已基本办结，其
中， 责令整改 15289 家；
立案处罚 4016 家， 罚款
3.2 亿元； 立案侦查 238
件， 行政和刑事拘留 127
人； 约谈 2159 人， 问责
2571 人；推动解决 3 万多

件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
问题。

这位负责人介绍，督
察也发现地方许多问题
和不足，特别是一些共性
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仍不到
位， 一些地方和部门政治
站位不高， 对生态环境保
护重视不足， 对督察整改
工作要求不高、抓得不紧，
部分整改任务进展滞后；

二是敷衍整改较为多

见， 整改要求和工作措施
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甚至
敷衍应对；

三是表面整改时有发
生， 一些地方和部门放松
整改要求，避重就轻，做表
面文章， 导致问题得不到
有效解决；

四是假装整改依然存
在， 有的在整改工作中弄
虚作假、谎报情况，有的假
整改、真销号，有的甚至顶
风而上，性质恶劣。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聚焦两个着力点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了解到，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即将启动，
也将包括例行督察和“回
头看”。

这位负责人说， 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
发展有两个着力点， 一是
督察更多要聚焦污染防治
攻坚战， 为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供强大助力， 二是聚
焦高质量发展， 提升可持

续发展水平。
这位负责人表示，第

二轮督察将适当拓展督
察范围， 除 31 个省区市
外，还要将有关部门和承
担生态环保任务较重的

中央企业纳入督察对象。
同时，将探索创新督察方
法，加大卫星遥感、红外
识别、无人机、大数据等
技术应用。 ②6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