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宾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2021
年广西“最美公务员”。晚上田间巡查灭火是他
的工作常态。了解禁烧对甘蔗种植的影响，听
取群众的意见建议，结合先进省份做法，向政府
提出“连片砍运管控模式”“1+X”收储运模式及
燃料化、饲料化利用方式。“以禁促用、以用助
禁”效果初显，为群众解决了“两头难”问题，也
逐步形成“来宾做法”并得到自治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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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生态环保铁军铸造生态环保铁军 筑牢南方生态屏障筑牢南方生态屏障
———广西生态环保铁军守护八桂—广西生态环保铁军守护八桂““金字招牌金字招牌””

南宁市宾阳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坚守环保一线 28 年来，他推进宾阳县制革产业
转型升级，淘汰拆除 423 个不符合产业政策要
求的制革转鼓，先后完成宾阳县沙江重金属污
染综合整治项目、宾阳县制革重金属土壤污染
修复和安全利用项目，彻底解决了原制革企业
遗留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原南宁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副站长。2011
年获得广西环保系统首个广西“五一劳动奖
章”，她积极参与环境网络建设，从“大南宁”层
面，结合国家、自治区、市级对环境自动监测网
络的发展规划，不断统筹推进自动监测网络的
优化与完善。在市区广场等重点区域建成 12
个环境质量监测及信息发布点。南宁市超额完
成 2021 年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南宁蓝”保持
常态。

张彦—守护百里柳江碧水悠悠
柳州市生态环境局科长，坚守环保岗位 30

年。“十三五”期间，她谋划并组织完成《柳州市
柳江流域保护和提升规划》等多个专项规划，为
柳州持续保持柳江流域水质全国前列谋篇布局
夯实基础，荣获 2020 年柳州市委、市政府颁发
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奖”先进个人。在她的推动
下，工业柳州“铁腕治水”，实现了从“酸雨之都”
到保持地表水水质全国领先的蝶变。

初晓婉—执法管理的“绣花针”
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一

级科员。2014 年-2017 年，她在全市开展排污
费收缴工作，经手排污费 4000 余万元，无一例
错漏。就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交办的 1168
件交办件，共调度材料 400 余次，下发督办 30 余
件（次），现场督办 10 余家（次），较好地推动了
全市交办件的整改完成。

谢有亮—水污染防治“排头兵”
梧州市生态环境局科长，参加环保工作 21

年，水污染防治“排头兵”。在他的跟踪督办下，
梧州市完成了市级饮用水水源地 68 个环境问
题和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26 个环境问题的整治，
市区饮用水水源地取水点上移工程取得了可喜
的进展，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
作实现了“零”的突破。

杨波—优化政务服务无止境
北海市生态环境局科室主任。他主导实施了

《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工作指引（试行）》，获广西生态环境厅表扬并转发
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学习。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
改期间，他组织研发了“生态环保督察北海市调度
信息报送系统”并上线运行，综合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化手段调度各级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进
展，提升了督察整改调度的信息化水平。

李日华—监管有力度更有温度
防城港市东兴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他实施

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实现监管有力
度更有温度。2019 年以来，他带领防城港市东兴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监察企事业单位 210 余家

（次），处理环境信访件 143 件，发放限期整改通知
书 63 份，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20 起。污染投诉
举报件处理率 100%，群众满意率达 95%以上。

覃腾翔—让钦江河畅水清
钦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

四大队副大队长。他全力推进钦江等流域环境综
合整治，立案查处钦江流域违法企业 35 家，罚款
207.7 万元；在钦江流域建成视频监控系统 65 套、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23 套；建成钦州市“生态云”平
台（一期）项目。建立了入海排污口巡查制度以及
监测通报制度，对巡查及监测结果进行通报预警，
2018 年以来，对入海排污口开展了 12 次监测及近
20次的巡查及预警通报。

黄晓峰—较真碰硬严格执法
贵港市覃塘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在

环境监察一线工作 21 年。覃塘区甘化新材料产
业园雨水排放口出现大量白色泡沫，执法人员多
次去检查都未发现相关企业违法的证据，他拿上
工具撬开每家企业排污井盖和雨水井盖进行排
查，并结合企业的生产情况和污染物排放情况锁
定了偷排企业。至此，园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偷排
污染物的现象。

林凯帆—用心用情当好群众贴心人
玉林市陆川生态环境局股室负责人。针对陆

川县乡镇企业和养殖场多且分散的特点，采用“环
保指导+乡镇政府发动+社会机构配合”模式，陆
川县列入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及排污许可发证登
记任务共 526 个，发证率、登记率达到 100%。他
深入农村一线做群众工作，多次组织养殖企业到
周边市县考察学习养殖污染治理模式，逐步建立
起陆川县高架网床+异位微生物发酵床、沼气+牧
草、沼气+发电+鱼塘的污染治理模式。

李优—守护百姓大水缸
百色市平果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从事环保工

作 25 年来，不断加强对饮用水水源的管理，确保
群众饮水安全。平果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布见
水库经采集基础数据评估结果为 99.25 分。积极
组织对辖区内“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问题整治进行了专项整治。做好农村黑臭水体
排查工作，积极组织开展辖区内上报的疑似农村
黑臭水体点核实工作，有效保护农村水环境，守护
群众大水缸。

卢一佳—绘就昭平绿色画卷
贺州市昭平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他历经 30

个春秋立足基层环保工作，促使昭平县成为广西
第 一 个 完 成《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县 规 划

（2016 年—2025 年）》县。他组织开展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布置迎接核验工作，于
2019 年通过了自治区组织的专家组核验，获得了
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的命名。

甘毅—守护百姓“舌尖安全”
河池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一级主任科员。2000 年前后，河池市中心城区
周边有 10 多家选矿、冶炼企业，每年发生污染
事故 5 次以上。他第一时间下到田间地头，对
农作物受害情况进行调查和分类，多次组织相
关部门、企业和群众代表进行协商调解，完成
理赔工作。连续 8 年被广西农业厅评为农业环
保先进工作者。

覃周华—抓技改促转型
来宾市忻城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进入环

保岗位 24 年来，始终战斗和坚守在前沿阵地，
他牵头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行为立
案调查 42起，有效挽回了企业和群众损失，保障
了环境安全。在日常监督检查及专项检查中，他
组织环境执法人员重拳出击，关停县域内高污
染的企业，动员制糖、缫丝、水泥、制药、石材加
工、制砖等行业投入治理资金开展环境治理技
术改造，实现生态环境整改全面达标。

黄聪颖—以案促管破解执法难
崇左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副大队长。她通过以案促学、以案促管，有效遏
制危险废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运用两高三部印
发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
会纪要》，由生态环境部门直接出具认定意见作为
环境污染犯罪依据。解决了崇左市有关环境污
染犯罪的前期调查确定有毒有害物质过程中
取证难、鉴定难、鉴定贵的问题。

秦旭芝—用专业守卫土壤健康

广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科室副主任，2021

年生态环境部第二批国家环境监测“一流专
家”候选人。她作为第一完成人完成《广西农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报告》和《广西农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图件》，负责广西耕地
土壤污染成因排查和分析试点实施方案编写、
点位布设、数据审核、报告编写以及全流程质
量控制，量身打造了成因分析项目管理平台，
实现手持终端采样。

莫招育—大气污染志愿侦察兵
广西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科室主任。2014

年以来，他针对污染天气，重点围绕建成区、工
业园区、工业企业、田间地头秸秆禁烧区等，开
展紧急服务，为 14 个地市提供污染应急策略，
被誉为“大气污染志愿侦察兵”，主张差异化管
理，科学制定应急减排清单，实施分类管理，引
导其他企业复工生产。2018 年度广西科学技
术进步奖，多次获得广西社会科学奖三等奖。

彭崇—核与辐射安全的守门人
广西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总工。参加环保

工作 19 年，他深入核电厂、铀采冶工程、伴生放
射性矿开发应用、核技术应用、高压输变电及广
电通信工程等辐射环境监测第一线，调查分析
全区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为政府主
管部门的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他担任站总工程
师后，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广西核与辐射监测监
管技术帮扶工作，提升基层核与辐射监测监管
技术水平，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李天深—科研助力向海图强
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科室主任。他主

动承担起广西近岸海域浮游植物的监测重任，
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图谱，首次完成了系统近岸
海域浮游植物监测，填补了北部湾海洋监测空
白。建立赤潮预警预报模式，为广西河口及近
岸海域生态安全提供屏障。主持了广西科技重
点研发项目 1 项，参与两项国家级以及 5 项省部
级科研项目。

焦延雄—让矿山见绿又生金

杨胜才—为群众纾困解忧

韦进进—让“南宁蓝”保持常态

卢晓铭—推进制革产业转型升级

柳州市柳江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副大队长，2021 年全国“最美公务员”。
他坚持“严格监管”与“优化服务”相结合，深入
做好“帮企减污”。柳江辖区黄岭片区采石场
扬尘污染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他
指导片区企业主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使黄岭片
区的采石场成为绿色矿山开采的标杆企业。
2020 年获评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联合表彰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活动表现突出个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生态环保铁军积极投身打赢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敢为先锋队、突击队，
充分展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秀品
质。为展示广西生态环保铁军风采，凝聚力量、激发斗志，

“2021 广西最美环保人”选树宣传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举办。经过初评、终
评，共产生 20 名人选。2018 年以来，广西生态环保系统连续
举办 4 届“广西最美环保人”评选活动，至今共评选出 65 名最
美环保人。

汲取榜样力量，展示时代风采。今日刊登广西生态环境
系统 20名“2021 广西最美环保人”（焦延雄同时荣获 2021 年全
国“最美公务员”）、1 名 2021 年广西“最美公务员”的个人先进
事迹，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推动广西生态环境建设再上新台
阶。

牢记殷切嘱托，牢记初心使命，新任务赋予新使命，新征
程展现新作为。广西生态环保铁军将坚决扛起保护好八桂大
地山山水水的历史责任，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
气常新。 韦夏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