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蟹员会文件 

辽国资社责〔2021) 45 号 

关于印发《2021年省国资委生态环境保护和 

节能减排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属企业、委内相关处室： 

根据《省（中）直有关单位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辽委办

字〔2020) 19 号）和《关于印发辽宁省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的通知》（辽气候节减发〔2020) 

3 号）的要求，省国资委结合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任

务，研究制定了 《2021 年省国资委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

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国家、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监管部门、行业监管部门的工作要求和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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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工作实际，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此件依申请公开）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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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省国资委生态环境保护和 

节能减排工作要点 

2021 年，省国资委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

部署和工作要求，坚持“两个至上”，立足“两个大局”，统筹发

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配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监管部门和行业监管

部门，扎实履行省国资委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督促所监管企业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与保护，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机制，推进企业

绿色低碳发展，开展污染防治攻坚和问题治理等工作。以优异的

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一、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决策部署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要论

述精神。省国资委党委和各省属企业党委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要论述纳入理论中心组学习和

干部培训内容中，交流学习体会，强化学习效果，学习教育做到

全覆盖。 

2．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迎检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工作动员会会议精神，配合

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的督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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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3. 督促企业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隐患问题排查治理工作。 

及时向企业转发、印发上级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工作

部署和要求，督促企业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存在的

隐患问题整治行动，巩固已整改完成隐患问题治理成果，努力实

现隐患问题排查治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在国家重大

节假日或重点时段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开展环保安全和节能减

排监督检查工作。 

4、配合相关部门对部分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工作。配合省环保

执法组对相关省属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专项执法检

查工作。对检查组发现及交办的问题，督促企业及时整改落实。 

二、落实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 

5．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结合《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辽委办发（2016) 56 号）, 

重新调整充实省国资委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

成人员，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督促省属企业及时调整生态环境

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担任

组长。 

6. 督促企业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督促指导省属企

业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健全完善全过程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层

层签订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责任书，进一步压实领导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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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体责任。完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节能减排各项措施， 

杜绝各类污染事件发生。 

7. 督促企业落实“双报告”制度。督促企业落实重大生态环

境保护隐患治理情况向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职代会“双报告”制

度。同时，将有关情况抄送省国资委。 

8．严格企业负责人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考核。将企业不发生重

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和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企业负责

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内容，推动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全面

落实，发挥省属国有企业示范引领作用。 

突出重点企业生态环境保护风险防范 

9．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半年督查工作。会同省有关部门抽查省

属企业二级及以下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企业（含省

外企业），对各企业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各项工作

要求情况进行现场查验。 

'10．协调解决高速公路服务区危险化学品车辆停放监管问题。 

协调相关部门和交投集团研究制定高速公路服务区危险化学品车

辆停放管理办法。 

提升安全生产基础保障 

11．推动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配合有关部门

开展好全国第 50 个“世界环境日”活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节

能减排公益宣传，普及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知识。督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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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网站、微博微信、宣传栏、电子办公系统等线上线下资

源，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宣传教育矩阵，健全生态环境

保护教育体系，全面落实从业人员的各项培训考试制度。 

1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法律、法规的培训。督促各

企业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贯培训活动，通过学习培训，研究制定完善本企业规章制度，切

实把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省国资委将结合宣传培训工作要求，举

办一期由企业负责人和负责环保工作的管理人员参加的培训班。 

附件：2021 年省国资委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任务及

措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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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省国资委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任务及措施清单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处室 配合处室 完成时限 推进措施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

环境保护重要论述 

机关党委办公室 国企社会责任处 
2021年 12 月 

底；长期推进 

1．将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

保护重要论述纳入到省国资委党委理论中心组

学习内容。2．省属企业全年至少组织一次学习活

动。3．党委会及时传达学习上级关于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会议精神。 

2
  

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对省国资委

和省属企业的督察工

作 

国企社会责任处 

办公室 

规划发展处 
2021年 4 月至 

5 月初 

1．认真学习传达上级有关部门有关工作决策部 

署，督促企业抓好贯彻落实。2．及时向督察组提 

供相关材料。3．对督察组提出的问题，坚决整改。 

八
戒
。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生

和节能减排隐患问题

排查治理工作 

国企社会责任处 
2021 年 12 月 

底；长期推进 

L 认真学习传达上级有关部门有关工作决策部

署，督促企业抓好贯彻落实。2．深入企业加强对

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调研指导。 3．加

强重点时期对重点企业督导检查。 

迁
人
 

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生

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

排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国企社会责任处 
2021年 12 月 

底；长期推进 

1．由省相关部门下发执法检查遁知，并组织成立

检查组，省国资委相关人员参加检查组。2．检查

结束后由执法检查组向被查企业下达执法文书。 

3．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并将整改完成情况报执法

检查组，检查组进行复检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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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及时调整组织领导机

构及人员 
党委办公室 机关相关处室 2021年 5 月底 

根据处室优化调整情况，重新调整充实省国资委

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人员。 

八
匕
 

全面落实企业生态环

境保护主体责任 
国企社会责任处 

2021年 12 月 

底；长期推进 

按照《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 

督促企业建立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和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的工作责

任体系。集团公司要成立领导小组，配齐配强管

理人员，建立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月r
  

落实企业重大生态环

境保护隐患治理报告

制度 

国企社会责任处 
2021年 12 月 

底；长期推进 

1. 督促企业建立重大生态环境保护隐患治理情

况向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职代会“双报告”制度。 
2. 对企业落实情况进行检查。3．对违法违规行为

一经发现，严肃问责。 

8
  

加强企业负责人履行

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

减排工作的考核 

国企社会责任处 考核分配处 
2021 年 12 月 

底 

1．按照《省属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实施 

方案（试行）》 	（辽国资〔2019) 107 号）的要 

求，企业发生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没完成

节能减排指标，按照辽宁省企业节能减排有关管

理规定处理。2．以上级或相关部门给国资委发的

通报或处理意见为依据。 

8 



9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半

年督查工作。 
国企社会责任处 

2021 年 7月至 

S 月底 

1．制定印发省国资委督查检查通知。2．组织开展

对省属涉煤炭、非煤矿山、冶金、道路交通、海

上运输、危废处理、水库等企业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和节能减排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3. 督查

结束后下发替查情况通报。 

10 
研究解决高速公路服

务区危险化学品车辆

停放监管问题。 

国企社会责任处 
2021 年 12 月 

长期推进 

上到交投集团调研高速公路服务区危险化学品

车辆停放情况。2．给省安委办进行报告，建议在

新修定的各部门安全监管职责中将高速公路服

务区危险化学品车辆停放监管列入到部门监管

职责中。3．由交投集团代起草相关管理办法。 

11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

传教育活动 
党委宣传部 国企社会责任处 

2021 年 6 月 

长期推进 

1．结合中央、省委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

排工作宣传教育部署要求，加大宣传力度。2．制

定下发相关活动通知。 3．对重点企业开展相关

活动情况进行抽查。 

12 
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和节能减排法律、法

规的培训 

国企社会责任处 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 制定培训方案。2. 聘请专家讲解授课。3．组织

相互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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