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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每到冬天，笼
罩在城市上空的雾霾就成了笼罩在大家
心头的“心肺之患”。11 月初这几天的好
天气还没让大家看够蓝天白云，吸够清
冷而干爽的空气，霾这个不速之客又要
来了。根据省环境监测中心、省气象台
与专家组实况分析和最新预报，受前期
污染累积和后期不利扩散条件影响，预
计 11 月 14 日至 17 日，我省大部分地区将
出现新一轮重污染天气过程。为此，省
攻坚办下发了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

的紧急通知。
预测显示：安阳、鹤壁、濮阳、新乡、焦

作、开封、商丘和郑州等地 11月 14日至 15
日有中度或重度污染，11 月 17 日为重度
污染；平顶山、洛阳、三门峡等地 11 月 15
日至 17 日有中度或重度污染。因此，经
省环境攻坚办和省大气攻坚办研究决定，
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
乡、焦作、濮阳、三门峡、商丘 11个省辖市
和巩义、兰考、汝州、滑县、长垣 5 个省直
管县（市）于 11 月 13 日 18 时启动重污染

天气黄色及以上预警响应，重点对本地扬
尘源进行严格管控。其他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要结合本地污染实际，适时启动重
污染天气预警响应。

启动预警的市县要于每日上午 10 时
前和下午 6 时前，分两次准时、详尽地将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开展情况通过

“河南省污染天气信息管理系统”上报省
环境攻坚办。省环境攻坚办将根据《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决胜 60天污染管
控日考核办法》对以上地方实行日考核。

11市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
雾霾卷土重来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文图）推土
机、压路机、挖掘机……这些穿梭在工地
上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量可不小，据
环保部门监测，一辆挖掘机的排放量相
当于 30 辆轿车，而整个郑州市上千个工
地的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加起来，排放
量相当于近百万辆轿车。如果这些机械
尾气排放不合格，那么势必会对郑州市
的环境空气质量造成巨大影响。

近日，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
联合执法组，组织市内五区及三个开发
区攻坚办开展了市区非道路机械使用油
品抽测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共抽检了
156 家施工单位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油
品，经检测，其中有 39 家油品不合格。
日前，这 39 家单位被郑州市环境攻坚办
约谈。

一些单位非道路移动机械
使用油品超标50倍

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非道路上的机
械，例如工程机械（包括装载机、推土
机、压路机、沥青摊铺机、非公路用卡
车、挖掘机等）。据了解，此次抽检不合
格油品全都是硫含量超标。其中康桥康
城九号院（一、二期）、中信广场、桐树王
安置区 W-05-01 地段三个施工单位最
严重，硫含量均大于 500mg/kg（国家标
准≤10mg/kg），检测数值爆表，超出标
准 50 倍以上。

11 月 8 日，郑州市环境攻坚办对 39

家油品超标单位进行约谈。
康桥康城九号院（一、二期）相关负

责人介绍，机械本身没问题，估计是在路
边加了“黑心”柴油，才导致油品超标，
他表示，一定会加强管理，并在整改中把
燃油设备换成电动设备。

油品超标工地负责人一一向郑州市
攻坚办上交书面材料，并确定整改措
施。联合执法组将对超标油品来源进行
追溯，从源头上把好油的品质关。

据初步统计，郑州市共有建筑工地、
市政工程等施工项目 2000 多个，工地使
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近万台，这些机械
设备基本处于“四无”状态：无牌照（不
属于机动车）、无标志、无标准、无主管
部门。这些机械使用的油品质量无保
障，污染严重。目前，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已成为我市大气污染源之一。

工地机械设备再冒黑烟，
施工方会被解除合同

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郑州市划定
非道路高排放禁用区，市区中州大道以
西、南三环以北、西三环以东、北三环以
南和郑东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为禁止
使用冒黑烟、国 I 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
械区域。环保部门要求全市施工工地签
订承诺书，统一悬挂“非道路移动机械使
用承诺书”标牌，保证不使用冒黑烟、国
I 及以下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国 V 以下
标准油品；建立非道路机械管理工作台

账，指定专人负责，加强管理，确保防治
措施落到实处。

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相关负
责人在约谈会现场提醒各施工单位，施
工前要指派安全员负责非道路机械的使
用管理工作。机械设备负责人应提供机
械设备的生产合格证、油品发票，并签订
合同，保证进场的机械设备和使用油品
达到郑州市规定要求。施工中，安全员
要关注机械设备是否冒黑烟，如果在使
用中有冒黑烟现象，责令停止使用，进行
维护保养，确定不再冒黑烟后方能使
用。“如若违反承诺，攻坚办会要求发包
方与其解除施工合同，此外还要进行罚
款处理。”

驻马店市
●副市长带队暗访大气

污染防治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本报讯 近日，驻马店市副市长贺振

华带领市环保局负责同志深入驿城区、市
产业集聚区、驻马店经济开发区暗访大气
污染防治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在前进
大道上的一处道路改造施工工地，贺振华
一行发现渣土车未覆盖，当即要求其停工
整改。贺振华强调，当前驻马店市启动环
境空气 II级（橙色）预警，并实施 II级以上
应急响应措施，针对当前空气污染的紧急
状况，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落实最严格
的监管，确保各项应急管控措施落实到
位。各级各部门要严格依法管控、严格监
督执法、严格落实责任，确保大气污染防
治目标任务完成。 （王全忠）

漯河市
●提前50天实现年度

优良天气目标
本报讯 截至 2017 年 11 月 11 日，漯

河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75，空气质量
良。至此，漯河市环境空气优良天数已
达 201 天，提前 50 天完成省政府下达的
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漯河市委、市政府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将环境保护作为
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以改善环境
质量为核心，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为保障，聚焦聚力、精准突
破，坚定不移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全市持续强化控煤、控尘、控排、控
车、控油、控烧“六控”措施，先后开展冬
防管控、“五大围城”治理、“散乱污”企业
整治、工地道路扬尘管控、城市清洁大行
动、环境绿化等系列攻坚工作，大力推进

“三治本、三治标”工程，集中供热、气代
煤、电代煤和燃煤散烧治理等治本工程
进展良好，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全年持续
向好，“漯河蓝”成为天气常态。2017年，
漯河市主要空气指标实现“两降一升”，
是全省唯一一个六项空气质量主要因子
同比下降的城市，其中 PM2.5 降幅位居
全省第二。自我省 5月份实行生态补偿
机制以来，漯河市大气环境质量连续6个
月受到奖励，获得奖励资金 747 万元。

（杨俊豪）

淇县
●人大常委会调研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 近日，淇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王东安带队，对淇县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视察调研。调研组先后
视察调研了为民服务中心空气自动监测
站点运行情况、鹤壁朝歌天种牧业有限
公司养殖粪便处理情况以及县城南污水
处理厂日处理 3万吨污水扩建工程等环
保建设项目。每到一处，调研组都认真
听取相关负责人的现场汇报，并详细了
解查看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

调研组对淇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进一步
推进全县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提出指
导建议。 （邢建华李树玉）

因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油品超标

郑州39家单位被约谈

本报讯（记者王建芳/文 通讯员 安相江/图）蓝
天、白云、阳光、微风。11月 12日，“美丽安阳 为蓝
奔跑”环保公益马拉松赛在安阳市两馆广场鸣枪开
赛，4500余人激情奔跑。本次竞赛项目包括半程马
拉松（21.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5公里），经过激烈
角逐，共有 24名参赛者夺得奖牌。

此次马拉松赛掀起了安阳秋冬季节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宣传新高潮。开幕式上，丰富多彩的环
保科普、文艺演出等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重污染
天气，了解治理难度，引导大家正视客观存在的问
题，积极参与治理过程，进一步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希望通过此次大型环保公益马拉松赛，使社
会各界人士理解、支持、共同参与环境保护工作，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使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氛围更加浓厚，使
我们的城市更加亮丽。”安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安阳市开展大型环保公益马拉松赛

美丽安阳 为蓝奔跑

对非道路机械使用油品进行抽检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