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腕治污 保卫蓝天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2017年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但是就在全
省人民携手治霾的时候，仍有一些企业顶风
作案，违规排污。12月18日，郑州市环境污
染防治督导组在督查中发现如下问题：

一、惠济区郑州鑫港混凝土有限公司
地址：惠济区江山路与新苑路交叉口

南路西
存在问题：1.该企业为清改类企业，现

场无法提供环评验收报告；2.一号拌合楼生
产期间除尘器正常开启，除尘器接口处有破
损，粉尘直排外环境；二号拌合楼生产期间
除尘器故障无法正常使用，粉尘直排现象特
别严重；3.出入口冲洗设施未正常使用；4.超
环评报告批复私自增设一条生产线。

监管单位：惠济区环保局
属地监管单位：惠济区老鸦陈办事处
对企业处理意见：1.市环保局依法组织

对环境违法企业进行行政处罚；2.惠济区负

责督促整改到位。
二、高新区郑州久鼎混凝土有限公司
地址：高新区电厂路与电厂南路交叉口

东约250米
存在问题：1.超环评批复私自增设一条

生产线；2.搅拌机上部除尘器未正常使用，粉
尘直排；3.物料装卸过程料仓内喷淋抑尘设
备未正常开启；4.搅拌站内私设大型加油设
备，无法提供相应手续；5.场区危废随意堆
放，未设置危废车间；6.出入口冲洗设施未正
常使用；7.场区道路积尘较厚，清扫降尘不及
时，道路扬尘污染严重。

监管单位：高新区环保局
属地监管单位：高新区石佛办事处
对企业处理意见：1.市环保局依法组

织对环境违法企业进行行政处罚；2.高新

区负责督促整改到位。
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督导组认为，

根据《郑州市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冲刺 30 天行动方案》，以上两个混凝土
搅拌站属于经批准可以生产类，现对两
个企业进行红牌警告处理，如再次发现
严重违规生产行为，将作退出经批准生
产的名单处理。

同时，根据《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督
导组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 30 天期
间各级督导组交办问题从严从重从快处
理的通知》，要求以上两个搅拌站立即进
行停产整改，整改完成经督导组组织相
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方可进行生产。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 通讯员 常虹）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环保局狠抓涉气工业
企业污染防治工作，采取在线监控、现场
执法和驻厂督导相结合的监管方式，强化
执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有力地促
进了涉气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
和推进。截至目前，该市涉气工业企业污
染防治任务已全部完成。

今年，该市建成 12 个重点乡镇环境
空气自动监测站均已联网上传数据；建
成区 15 个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项目
均已安装完成并联网上传数据；完成 36家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自动监控基站网络建

设任务，为大气攻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

该局开展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专项
执法检查，抽调 120 余人实施重点源驻厂
监督，重拳出击，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攻克污染顽疾，铲除污染毒瘤。截至12月
10日，该市环保系统 2017年对环境违法行
为立案处罚166起，结案123起，按日计罚1
起，限产停产49起，处罚金1729万元；移交
公安机关行政拘留4起，向公安机关移送涉
嫌环境刑事犯罪违法案件 3 起，查封扣押
11 起，按日计罚 1 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7
起，有力地打击了违法排污行为。

截至目前，该市 2017年涉气工业污染
治理任务全面完成：完成全市 158 台 10 蒸
吨/时以下燃煤锅炉拆改任务；督促完成 5
台 10 至 65 蒸吨/时燃煤锅炉提标治理，实
施停产治理 6台；督促完成 2台 65蒸吨/时
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停产治理 3
台；完成全市 8 家企业共 16 台地方燃煤发
电机组需完成超低排放改造，3 台停产治
理；全市 6 家水泥企业均已按期完成了提
标治理任务；完成 34 家挥发性有机物
（VOCs）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了油气回收治
理年度核查工作，对全市储油库、加油站、
油罐车进行抽查抽测，确保达标排放。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 通讯员 杨天骄）12
月15日，南阳市召开中心城区庭院屋顶绿化
工作推进会，通报前期工作情况，安排部署
今冬明春持续值绿降尘工作。

会议要求，南阳市市直部门、中心城区
四区、产业集聚区各入驻企业办公区、环境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单
位及住宅小区，力争明年 5月底前，完成 80
家单位庭院屋顶绿化工作，安装自动喷淋装
置，做到能绿尽绿，立体增绿。

为确保大气质量有效改善，该市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办、市文明办、市城管办联合印发
南阳市中心城区空间绿化工作方案，决定对

中心城区四区共145个屋顶绿化及安装喷淋
设施单位、16个拆墙透绿单位进行具体任务
分解，对园林单位（小区）创建进行安排部署。
根据要求，涉及的各相关单位必须在2018年4
月30日前完成目标任务。

据了解，截至目前，南阳市中心城区新
增绿化面积16万平方米，相当于新建了一批

“空中花园”，或一个240多亩的大公园。按
照环保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2月17日，
市中心城区PM2.5平均浓度55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9.8%，位居全省第二，PM10平均浓
度10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3%，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230天，较去年同期增加37天。

本报讯近日，台前县办理一
起环境污染案，行政拘留一名违
法行为人。

10月26日，台前县公安局、
环保局联合执法小组在检查到某
养殖场时，发现该养殖场未采用
干清粪工艺，仅在西侧建设有
1200立方米的六级沉淀池，北侧
建设有 400 平方米的粪便堆放
场。该粪便堆放场未严格按照
要求在堆放场内存放粪便，沉淀
池内严重浑浊，有大量覆盖物，
并存在粪便清理不及时、尿液与
粪便同时排入沉淀池、且污染防
治设施未正常运行的问题。并
且该养殖场未按照有关规定建
设雨水管网，存在雨污混流现
象，猪尿液、粪便、雨水未能严格
分级沉淀；工作人员将未经完全
沉淀的混合物用潜水泵抽排到
养殖场西的责任田内。随后，环
保部门工作人员对外排污水进行
取样监测，监测结果为化学需氧
量454mg/L、氨氮213mg/L，按照

《畜禽养殖业水污染排放标准》规
定，分别超标4.54倍、8.52倍。

12月12日，台前县公安局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对该养殖场
负责人苏某行政拘留7日。

（孟雨）

本报讯 12 月 15 日下午，罗山县环
保局组织召开“大走访、大宣传、大帮
扶、大整治”活动动员会，会议由党组书
记、局长熊建斌主持，全局干部职工参
加会议。

熊建斌指出，全局干部职工要认真
贯彻执行《罗山县脱贫攻坚“大走访、大
宣传、大帮扶、大整治”活动方案》工作
的各项安排部署，将脱贫工作作为当前
的一项重要工作，不打折扣、不讲价钱，
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好、抓实、抓出成
效。驻村干部要切实做好走访调查，准
确掌握贫困户的信息，加大扶贫政策宣
传力度，完善相关资料，做好迎检的各
项准备工作。各帮扶责任人要到帮扶
对象家中开展走访，掌握帮扶对象的真
实情况，帮助他们寻找脱贫的路子，早
日脱贫。同时，全局干部职工要切实增
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不要
认为这是哪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事，脱
贫攻坚人人有责，要自觉在思想政治行
动上同县委、县政府保持一致，切实抓
好脱贫攻坚“大走访、大宣传、大帮扶、
大整治”各项工作。 （李程鹏）

为进一步推动扶贫帮扶
工作，决战脱贫攻坚，近日，
卢氏县环保局积极谋划，克
服环境攻坚任务重、头绪多
的难题，分批次组织局干部
职工深入所包扶的瓦窑沟乡
里曼坪村开展贫困户走访慰
问、扶贫政策宣讲、完善脱贫
攻坚台账等工作，夯实扶贫
工作基础。图为帮扶责任人
深入贫困群众家中了解近期
生活状况。王瑞方 呼延华
伟摄影报道

郑州两个混凝土搅拌站被通报

南阳市 全面打造“空中花园”

养殖场负责人被拘留

三门峡市 强力推进涉气工业企业污染防治

本报讯 为冲刺好今年最后的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近日，鲁山县副县长曲
延辉深入大气污染防治一线进行督战，
查找问题，解决问题。

曲延辉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城
南大气污染防治示范区及周边检查后
指出，一要落实领导分包制，对城区参
加省市考核的两个空气站点实行一点
一策，建立站点点位责任承包制度，每
个站点由县环保局两名领导和站点所
在乡镇政府分管领导共同分包。二要
落实各站点专班管理机制。各站点实
行24小时专人值守，对站点示范区进行
全方位不间断排查，及时发现处理突发
污染问题。三要及时通报空气质量。
专家组和监测站要按照规定及时向专
设的微信平台发布异常升高数据，攻坚
办要迅速调度力量，消除污染隐患。四
要公开通报巡查结果。新成立的5个巡
查组要认真检查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并
及时向县攻坚督查办反馈巡查情况，攻
坚办要全县公开通报。坚决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确保两个监测点位监测数据
12月份比11月份下降35%以上。

（黄松峰）

本报讯 12月15日，由新华网主办，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协办的“第四届中国
绿色发展与生态建设峰会”在北京召
开。栾川县作为 2017 年获奖的全国绿
色发展优秀城市受邀参加峰会。此次
峰会以“绿动中国，绿创未来”为主题，
邀请国家相关部门领导和知名生态专
家进行主旨演讲，并对获得 2017 年绿
色发展优秀城市和最具影响力企业进
行现场发布。栾川县环保局局长高红
彩作为获得“2017 中国绿色发展优秀
城市”的代表，就栾川的绿色发展和生
态文明创建工作，现场接受了新华网记
者的访谈。 （张瑞）

鲁山县
领导分包
消除污染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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