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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 80 余个典型案例释放哪些重要信号？
——2021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年终盘点
新华社
“新华视点”
记者

舒

静

高

敬

2021 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继续发
力。截至发稿时，第二轮第三批、第四批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已完成，第五批正在
进行中，已集中曝光 17 个省份、2 家央企
共 80 余个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折射出生态环境领域哪些
重点难点问题？未来督察向何处发力？

大战略部署，
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例如，第二轮第三批督察的山西、辽
此外，督察发现的重大环境污染事
宁、安徽等 8 个省份全部存在管网问题，
件、知名景区生态破坏问题成为公众关
突出体现在管网改造迟缓滞后、污水直
注热点。
排河道、污水处理厂低效运行等方面。
80 余个典型案例中，涉及破坏生态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滞后，也是
的有近 30 个之多，主要包括非法开采、 共性问题。有些地方垃圾填埋场超负荷
过度开发、非法建设等。
运行占比超过 50%；焚烧厂建设滞后、
此前督察通报的滇池长腰山过度开
垃圾渗滤液积存和直排等，在多地都是
破坏长江、黄河生态屡被曝光，知名
发、黄山太平湖违规开发项目 4 年未整 “老大难”
问题。
景区被点名冲上热搜
改等问题，均冲上微博热搜，全社会高度
这些普遍性问题的背后，暴露出一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站位高、敢碰硬， 关注。
些地方在认识与行动上的问题。正如督
涉及国家生态战略的大江大河成为督察
察反馈中指出的，
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
一些共性问题多次被点名
重点。破坏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生态环
环境保护存在
“缓一缓”
“歇口气”
的想法；
境的行为屡次遭到严厉批评。
随着督察深入推进，地方环保意识
一些领导干部抓生态环境保护
“说起来重
曝光案例涉及长江流域的问题主要
日益提升，破坏严重、触目惊心的问题相
要、
忙起来次要”
；
一些地方在推动解决突
集中在以下方面：
尾矿库废水直排长江； 对减少；与此同时，一些问题多次出现， 出生态环境问题方面不敢担当作为。
超标污水排江；
违规采砂、
侵占岸线、
废旧
颇具共性。
督察组还发现，一些地方与督察组
船舶滩涂拆解；
推进磷石膏资源化综合利
——
“两高”
项目违规上马问题突出。 玩“躲猫猫”的把戏——有的将督察组踪
用不力；
长江沿岸违规建设化工项目等。
从今年 4 月进行的第二轮第三批督
迹向有关企业通风报信；有的闻风而动
督察组向各地反馈的情况也重点提
察开始，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就成
虚假整改；有的一问三不知，推脱是历史
及污染型产业、企业向长江上中游地区
为督察的重点之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遗留问题。
转移，
“ 三磷”污染，尾矿库威胁环境安
督察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问题
督察发挥了哪些作用？
也是
“今后各批次督察的重点内容”
。
全，未落实禁渔期和禁渔区相关规定等
在 80 余个典型案例中，有十几个案
问题。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相关
例涉及这一问题，包括“两高”项目未批
与黄河流域相关的案例及反馈情
负责人表示，督察就是要引导地方协调
况，则主要聚焦于引黄河水“人工造湖”
、 先建，去产能工作落实不到位等。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协同推动经
督察组在向各地进行反馈时指出， 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非法倾倒废渣、违规取水、湿地生态保护
一些地方“两高”
项目盲目上马冲动仍然
不力等。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督察工作的
存在，一些地方“两高”
项目管控不力，一
为何
“一江一河”
成为督察重点？
突出特点。
“推动解决一大批老百姓身边
些地方
“两高”
项目违规问题突出等。
事实上，2016 年出台的长江经济带
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是督察带来的明
这些问题高频发生，反映出一些地
发展规划纲要和 2021 年出台的黄河流
显成效。
方产业结构依然不合理，一些干部对推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以
第二轮第三批督察，8 个督察组受
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及今年 3 月正式施行的长江保护法、刚
理转办 2.9 万余件群众举报。第二轮第
的紧迫性、重要性仍然缺乏清晰认知。
刚提请审议的黄河保护法草案，都凸显
四批督察，7 个督察组受理转办 2.8 万余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出重要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解决相
件群众举报。第二轮第五批督察，截至
公开案例中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有
关问题的紧迫性。
目前 4 个督察组已经受理转办 0.6 万余
20 余个。督察组向各地反馈督察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相关
件群众举报。
时也反复提到，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明
负责人表示，
“十四五”
开局之年，督察重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相关
显”
“ 建设滞后”，其中涉及污水管网、污
点聚焦长江、黄河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负责人介绍，自 2015 年督察试点以来，
泥处置、生活垃圾及渗滤液处理等问题。 累计受理转办群众举报 27 万多件，绝大
发展，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
2021 年，哪些与你有关的事儿“上
了热搜”？盘点健康领域，三孩生育政策
发布实施、74 种新药被纳入新版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多批集中带量采购的药品
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大幅降低，这些事
儿值得好好说说。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继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21 年，我
国迎来人口与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历史性
调整。
7 月 20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决定》对外发布，提出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提 高 优 生 优 育 服 务 水 平 、发 展 普
惠 托 育 服 务 体 系、降 低 生 育 养 育 教 育
成本……决定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一揽子支持举措，涉及卫生健康、教育、
财政、税务等诸多领域，以期减轻家庭后
顾之忧。
为了让政策福利早日惠及民众，我
国加快推进立法进程，仅仅一个月后，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完成修改。随后，多地
陆续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
工作。
3 岁以下婴幼儿父母每人每年享受
累计 10 天的育儿假；女方除享受国家规
定的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 60 日，男
方享受陪产假 15 日……多地修改后的

多数已办结或阶段办结。根据地方上报
情况，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 ”共明确
3294 项整改任务，90%以上已完成整
改，
解决了一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问题背后是责任。督察人员常说，
要见人见事见责任。
“云南玉溪杞麓湖污染治理治标不
治本水质长期得不到改善”典型案例曝
光后，云南省对 6 家责任单位和 29 名责
任人严肃追责问责。
督察组在向被督察对象反馈情况
后，还会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
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责成有关部门进
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
效问责。
此外，督察推动地方对问题一抓到
底。通报问题后，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
多次作出批示，一些地方省委书记、省长
现场督导检查，推动整改工作。相关市
县迅速行动，采取有力举措，切实推动问
题整改。
不少地方还建立问题整改跟踪调度
和盯办督办机制，落实责任单位，并积极
开展同类型问题排查整治，以点带面系
统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治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和各
督察组会对通报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
底，采取盯办、调度、督办等措施，指导推
动地方彻底解决问题。
督察有效强化了地方领导干部对生
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一位地方生态环境
厅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更多人开始意识
到，督察不会是“一阵风”
，地方政府要算
长远账、算大账，企业则越早进行环保治
理，
越能更多获益。
同时，督察也会倒逼地方产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助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有地方干部表示，地方的经济发
展规划中，
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考量。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0 日电）

三孩，来了！新药，进了！耗材，降了！
——2021，这些“民生热点”值得关注
新华社记者
人口计生条例中，假期保障等方面的规
定让人眼前一亮。
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
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启动实施母婴
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完善生育登记制度
……随着有关部门和地方不断制定、细
化政策实施方案，更多积极生育支持措
施有望来到百姓身边。
74 种新药进医保
218 种药品集采再降价
2021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又有新
药好药进账——74 种新药被纳入新版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肿瘤、高血压、
精神病、抗感染、罕见病等多个领域。
医保专家介绍，这一年共有 23 个国
产重大创新药品进入国家医保谈判，最
终有 22 个谈判成功，进入新版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
自 2017 年起，我国每年组织开展医
保药品谈判，通过谈判准入，将许多临床
必需但价格昂贵的独家药品大幅降价纳
入医保药品目录，
降低参保患者的用药负
担。与原市场价格相比，
通过谈判降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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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报销，2021 年这次目录调整预计
2022年可累计为患者减负超过300亿元。
挤药价水分、降患者负担，药品集采
持续发力。2021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
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从覆盖范
围、采购规则等方面提出药品集采工作
常态化、制度化的具体举措。
2021 年，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第
四、第五和第六批国家药品集采。包括
本年度前两批在内，目前共计五批国家
组织药品集采已在全国范围内落地，覆
盖 218 种药品，平均降价 54%，节省费用
超 2000 亿元。

关节集采“ 瞄准 ”人工关节，平均降价
82%，
预计每年可节约费用 160 亿元。
而患者已于 2021 年 1 月用上平均
降价 93%的集采中选冠脉支架。不但
如此，为配合降低患者负担，国家医保局
还指导外地患者占比大、现行价格低于
全国中位价格的省份，配套调整冠脉手
术价格，冠脉支架 3 项手术费用已调至
8300 元左右。
近年来，医用耗材集采渐成地方常
态。据国家医保局介绍，目前，所有省份
均以独立或联盟形式开展医用耗材集
采，覆盖导引导丝、吻合器、补片、胶片、
冠脉球囊、人工晶体等医用耗材。
2021 年 6 月，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
平均降价 82%！
发布《关于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
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国家队”再出手
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指导意见》，对开
继 冠 脉 支 架 迈 入“ 千 元 时 代 ” 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加以总体
后 ，2021 年 ，集 采 高 值 医 用 耗 材 再 度
规范，为扩大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
“ 发 力 ”。
采范围、进一步降低患者医药负担明确
人工髋关节平均价格从 3.5 万元降
方向。
至约 7000 元，人工膝关节平均价格从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
集
3.2 万 元 降 至 约 5000 元 ……2021 年 9
采将成为公立医院采购的主导模式，
惠及
月，第二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
广大群众。
（新华社北京 12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