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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二十八批）

（上接A04版）
十二、洛阳市各县（市）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90119
反映情况：我是来自洛阳的最基层

的环保执法人员，反映一个迫切希望得
到解决的现实问题。洛阳各县环保局
大部分为自收自支事业人员，工资经费
未纳入财政预算，一直由县财政局从我
们所收取的各种费用中返还发放。去
年4月监测费停收，今天元月起排污费
改为环保税，我们一度失去了费源，本
来就捉襟见肘的工资几乎处于停发状
态，更别说社保，领导们也无能为力，原
指望的垂直改革也遥遥无期。据了解，
周边县市都不同程度存在此类问题，欠
发 2-5 个月不等，或者工资部分发放、
社保停缴。一边是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各级督查不断，为了全县、全市荣誉和
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没有节假日、没
有星期天，不分白天与晚上，披星戴月、
摸爬滚打在一线，工作上不能出现任何
闪失，同事们自嘲为不用换零件的机器
人；一边是牵肠挂肚的老人、爱人和孩
子，不说照顾与陪伴，今年以来我们连
基本的生活费都给不了他们。高强度
工作的我们没有荣誉感，没有成就感，
回到家里也感觉对不起家人与孩子，没
有尊严可谈。省里、市里可能不涉及此
类问题，收费项目取消后至今没人过

问，只知道分配任务与督查追责，身累
就算了，我们责无旁贷，但真心是心累，
身心疲惫。人到中年，为了吃饭，今天
我鼓起勇气向督察组反映这个问题，希
望能引起国家、省、市各级的关注与重
视，将我们的工资与社保纳入财政保
障，使我们有底气、有尊严地干好工
作。我想，这也是洛阳各县市近千名环
保人的心声。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我市九县
（市）环境保护局均属行政单位，下设环
境监察大队和环境监测站。各单位除
行政编制人员外，其余人员为自收自支
事业人员，大部分县（市）工资经费未纳
入财政预算，一直由县（市）财政从环保
部门所收取的各种费用中返还发放。
2017年4月监测费停收，2018年1月起
排污费改为环保税，相关政策的变化导
致拖欠发放职工工资现象，医保、住房
公积金和养老金等社保费用也存在不
同程度的拖欠。近年来，由于环保工作
量不断加大，任务较重，节假日和工作
日加班现象成为常态。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各县（市）接到举
报后，高度重视，均责令人力资源部门
对各自县（市）环保部门人员拖欠工资
进行梳理统计，拿出解决方案。截至目
前，除伊川县外，其余各县（市）环保部
门人员工资、公积金、医保和养老保险

均已发放补交到位或明确补发时间。
伊川县经县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研究
决定：确保在7月底前将县环保局在编
人员拖欠的工资、社保、医保、住房公积
金等解决到位；确保在机构改革前将县

环保局不在编人员拖欠的工资、社保、
医保、住房公积金等解决到位。

注：案件办理情况公示时，举报内
容为省协调组交办内容原文。

2018年7月11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边督边改洛阳情况一览表

县（市）区、
相关单位

全 市

吉利区

涧西区

老城区

栾川县

洛龙区

洛宁县

孟津县

汝阳县

市城管局

市工信委

市交运局

市民政局

市住建委

累计交办数

总数

507

11

28

13

58

32

12

44

55

2

5

1

1

1

重点
案件数

94

4

4

1

7

4

3

10

10

累计办结数

总数

507

11

28

13

58

32

12

44

55

2

5

1

1

1

按时
办结数

507

11

28

13

58

32

12

44

55

2

5

1

1

1

（7月11日）

县（市）区、
相关单位

偃师市

伊滨区

宜阳县

新安县

西工区

高新区

伊川县

嵩 县

瀍河区

市水务局

9县（市）

龙门园区

累计交办数

总数

61.5

16.5

10

40.5

27

12.5

25

35

8

7

1

-

重点
案件数

14.5

6.5

1

9.5

3

0.5

1

14

1

累计办结数

总数

61.5

16.5

10

40.5

27

12.5

25

35

8

7

1

按时
办结数

61.5

16.5

10

40.5

27

12.5

25

35

8

7

1

-

注：累计交办数和累计办结数有小数的
案件属相关县（市）区共办案件

（截至7月10日22：00）

一是以解决融资“难”为己任，不忘初
心，扩大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坚持与“三局
一区”紧密合作，“无缝”对接小微企业市场
新主体。2017年度新增小微企业客户153
户，增幅达到30%；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达
到98.1%，同比提升3.1个百分点。二是以
解决融资“贵”为重点，倾情倾力，助推企业
成长。农业银行洛阳自贸区科技支行将融
资和融智结合，为“双创”企业提供综合性金
融服务，在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的同时，压
降企业贷款业务风险，助推“双创”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近5年累计减费让利2700
余万元，其中积极向上级行申请为企业减免
费用700余万元。三是以产品创新为抓手，
回归本源，丰富服务渠道。农业银行洛阳自
贸区科技支行以实现金融普惠为目标，开
发了“数据网贷”“科创贷”“税银通”“微易
贷”“智动贷”“简式贷”“厂房贷”“物业贷”

“连贷通”“银票通”等系列普惠金融产品，
覆盖面广，适用性强，全面满足小微企业需
求。四是以流程创新为支撑，便捷高效，提
供优质服务。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
简化，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办理效
率，坚持“限时办结制”和“首问负责制”，提
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小微企业提供
全方位金融服务。 （杨武强 陈文杰）

不负众望，
支持小微企业硕果累累3

助力自贸区 促进小微企业成长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支持自贸区和小微企业发展结硕果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以促进自贸区发展为契机，通过设立自贸区
科技支行以及与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举办银企
联谊会等方式，充分发挥资金优势和品牌优势，助力当地小微企业
成长。截至 2018 年 5 月末，小微企业在该行共开立结算账户 3432
户，存款余额9.06亿元，贷款余额2.56亿元，较年初上升0.7亿元，完
成银监局年度计划的82.35%。小微企业贷款户数比上年同期多810
户，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比上年同期高5.45%。

自2017年9月22日农业银行洛阳自贸区科技支
行挂牌成立以来，农业银行洛阳分行着力优化管理架
构，完善考核机制，加大对农业银行洛阳自贸区科技
支行政策倾斜。在自贸区内成立延伸柜台，配合政府

“三十二证合一”“24小时办结”等便民快捷服务活
动，为企业提供便利。同时积极向上级行申请优惠政
策，减免相关费用，优化业务开展流程。

农业银行洛阳自贸区科技支行在自贸区服务大
厅设立外派柜一个，顺利保证了企业开户一站式服

务，能够在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和公章的当天开立对公
账户，是目前自贸区内可以在自贸大厅办理业务的金
融机构；积极响应对企业e商管家，帮助企业实现线
上交易，开立e商管家商户；为方便企业进行各类金
融活动，为自贸区内科技企业提供了各项服务便利，
如优先办理各项业务、减免相关费用等。农业银行洛
阳自贸区科技支行为辖区内企业办理K码对账，减少
了网银年费支出，同时为对公客户提供理财、基金、贷
款、代发工资等多项金融服务。

积极响应，首批落户自贸区，提供金融服务1

2018年1月30日，农业银行洛阳分行与洛阳市
科学技术局签署《洛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
偿资金池业务合作协议》，进一步推动科技金融合作，
加大对我市科技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加快解决我市
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难题，提供创新金
融服务，促进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

5月15日，洛阳高新区、自贸区洛阳片区银政签约
暨银企对接会在自贸区大厦二楼召开。农业银行洛阳自
贸区科技支行组织骨干客户经理向与会企业积极推介该

行贸易融资、保函、信用证等传统金融产品。同时，同与
会企业积极沟通，普及金融知识，提供金融服务。

6月26日，在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多功能厅，
在洛阳市金融办、洛阳市科技局、涧西区政府组织
主办的“金融助力 筑梦远航”2018年洛阳市银企
对接会上，农业银行洛阳自贸区科技支行选择适合
成长性、高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专题产品，提供
诸如“数据网贷”“科创贷”“税银通”等创新型金融
服务，为企业提供更完善的经营生态圈。

持续行动，努力破解小微企业金融难题2

农业银行洛阳自贸区科技支行（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