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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手机号 投诉新平台
邳州群众监督环保发个短信就行

◆本报通讯员吴国华 甘晓妹

某日中午，家住江苏省邳州市戴圩
镇戴圩村十组的耿大娘取下自家厨房里
挂晾的猪肉，选了肥瘦均匀的一块切成
薄片为一家三口准备午饭。

几个月前，耿大娘和周围的邻居们
饱受苍蝇“骚扰”，别说在厨房晾猪肉，连
做饭都要随时防着苍蝇飞到锅里。

据了解，原来，戴圩村十组有家规模
不大的养猪场，一天到晚发出刺鼻臭味，
滋生成群的苍蝇，周围村民苦不堪言。

耿大娘家距离养猪场不足百米，她
回忆，当时家里在门窗关闭的情况下，每
天四张A4纸大小的粘蝇纸都能粘得密
密麻麻。

耿大娘家能有现在的变化，还要从
邳州市探索群众监督环保的工作模式，
于2017年12月1日正式开通了“依法
行政市长气象台”手机短信平台说起。

小平台成了联系百姓的大桥梁

本报讯 厦门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携手
创新型环境服务平台排污许可网近日在福
建省厦门市共同举办了 2017 排污许可证
及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培训，来自环保、电
镀、食品、电子设备等部门及行业的 150 多
名代表参加。

据了解，此次培训面向环保部门、排污
企业以及环境监测和咨询机构，旨在正确
解读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背景和总体思路，
系统阐释实施计划和国际经验，讲解许可
证申报与执行的流程要点，提高“一证式”
环境管理效能。

据厦门市环保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
厦门市高度重视新版排污许可证的发放工
作，目前已经完成火电、造纸、船坞等 22 家
企业排污许可证的发放工作。

这位负责人表示，排污许可制度涉及
的内容非常复杂，技术性很强，需要学习的
内容很多。排污许可证的申领和管理对企
业和企业负责人影响重大，这次的培训非
常有必要，而且很及时。 叶文建

厦门举办
排污许可证培训
提高“一证式”

环境管理效能

本报讯 为做好“冬防期”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陕西省西安市政府印发了《2017
年秋冬季铁腕治霾攻坚行动方案》，在扎实
推进铁腕治霾保卫蓝天“1+1+9”组合方案
各项重点任务的基础上，全力抑制 PM10、
PM2.5 上升趋势，以煤、尘、车、烟污染控制
为重点，专项整治、联合执法，大幅减轻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时段污染，重点实
施 33项攻坚措施（以下简称“冬 33条”）。

“冬防期”以来，西安市政府持续开展
夜查“零点行动”。采取暗查为主、不打招
呼、直奔现场的方式，对各区（县）、开发区
及西咸新区落实“冬 33 条”情况进行突击
检查。截至目前，共检查各类点位 227 个，
涉及建筑工地、电厂及燃煤供热企业、污水
处理厂等。共发现各类大气污染问题 42
个，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要求立即整改，并由
西安市铁腕治霾办督办整改进度，对较为
严重的问题移送西安市铁腕治霾督查考核
问责办建议追责。

同时，西安市还专门组建了铁腕治霾
督查队伍，采取交叉检查的方式，确保 20
个区县、西咸新区 5 个新城每天都有 10 人
督查队伍在一线开展不间断督查。建立严
格的督查通报、督查考核、督查问责机制，
在全市形成铁腕治霾的高压态势。市环保
部门也持续加大对涉水涉气企业各类环境
违法问题的查处力度，加强与公安、检察、
法院等部门的衔接和联动，对涉嫌环境污
染的人员依法坚决予以移交。 王双瑾

煤、尘、车、烟污染控制
一个不能少

西安“冬防”重点实施
33项攻坚措施

本报讯 湖北省黄石市政府
办公室近日发出通报，对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存在
突出问题的阳新县政府、黄石港
区政府、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 3 家单位挂黄牌，对黄石市
农业局挂蓝牌。

据了解，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部署以来，黄石市
迅速行动，全力推进，截至 2017
年底，省交办黄石 38 个整改任
务，已完成整改并公示 23 个；15
个尚未完成整改的任务中，有 9
个在 12 月 15 日前交账，6 个在
2017 年以后按计划完成整改。

当前，黄石面临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交账时间十分
紧迫，任务十分艰巨，但少数地
方和部门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

通报指出，阳新县网湖湿地

保护区问题整改迟缓；禁养区内
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
户关停搬迁工作进展迟缓；乡镇
生活污水处理厂未全面开工；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销号
进展相对滞后。黄石港区江北
工业园污水管网设施建设进度
迟缓；环磁湖截污二、三级管网
建设迟缓；长江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内有关问题整改不彻底，相
关码头搬迁迟缓；中央环保督察
反 馈 意 见 整 改 销 号 完 成 率 滞
后。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大
冶湖仍存在围网养殖；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销号完成率
滞后。市农业局牵头负责的全
市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
和养殖专业户关停搬迁工作进
展迟缓；限养区内问题整改相对
滞后。

刘莉娅

因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进展迟缓

黄石挂牌督办四家问题单位

本报记者董若义通讯员张
磊临沭报道山东省临沭县积极推
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监管责
任落实到位、长效机制落实到位。

临沭县坚持“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依托县、镇街和村居
261 个三级环境监管网格全覆
盖，将监管任务和责任分解落实
到岗位和人员，建立镇街和相关
部门从领导到同志包抓重点领
域、重点企业责任体系，定期开
展实地督导，督促责任单位严格
按照办结报告中明确的时间节
点完成整改，督促监管单位根据
立案调查和后续检查情况依法
严格对违法单位实施行政处罚，
督促属地镇街对实施停业整治、
关停取缔等措施的单位加强巡
查，杜绝回潮现象。

临沭县注重加强与企业的

沟通交流，督促企业按时开展自
行监测、建立问题台账、定期报
告和信息公开，建立健全环境保
护管理机制和体系，适时开展管
理人员培训，增强企业环保自律
意识。完善环境保护投诉平台和
网络公开公示，公开曝光环境违
法案件 70件，加大对违法排污的
处罚力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累
计调处解决各类环境信访595起。

同时，对强化督察问题定期
调度通报，严格按照目标责任考
核办法进行督察督导，对工作进
展缓慢、治理不力、效果不明显
的单位，坚决问责、责令限期整
改；对完不成工作任务、影响全
县大局的，实行一票否决，挂牌
督办通报批评，并对相关责任人
严肃追究责任。2017 年 1 月~11
月，累计因环境问题约谈11人，追
责问责21人，严格兑现奖惩措施。

本报讯 江西省上饶市高度
重视环境保护问题，采取高位推
动、高效运作，全方位、多层次、
立体化强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和其他环保重点工作。

自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上
饶市涉及的问题以来，市委常委
会、市政府常务会多次听取中央
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情况汇报，认
真研究具体整改措施。成立了
由市长、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整
改工作领导小组和问题线索问
责工作领导小组。坚持问题导
向、自我加压、举一反三，截至
2017 年底，涉及上饶市的 24 个
问题，已完成整改 14 个（其中 7
个已上报销号），10 个问题整改
达到了序时进度。

为切实传导压力，推动整改
取得实效，上饶市建立了整改工

作“月调度”，以按月定期调度与
不定期督查相结合、按季度召开
交账会（推进会）与开展全市大
督查相配套，实时掌握最新推进
情况，对进展缓慢或滞后的问题
整改，专题下发督促通知或督办
函予以重点推进。

同时，上饶市以鄱阳湖水质
保护为中心，延伸沿湖 4 个建制
镇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并实现有
效运行。以重金属污染防治工
作为重点，上饶市成立重度污染
土壤修复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督
促指导制定乐安河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防治规划。以大气空
气质量改善为目标，坚决对企业
废气、扬尘等影响空气质量的污
染源，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改
善环境空气质量。

蔡恩钦

分解落实任务 加大追责力度

临沭督察整改重长效

◆本报见习记者鲁昕

“你看，这是我拍的郑州的蓝天，
绝对没有美图过。”河南省环保厅宣教
中心教育科副科长彭辉向记者展示她
手机中的图片，图片里郑州的天空碧
蓝如洗。

彭辉说：“今年河南的空气质量有
了很大的改善，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
蓝天，有时候晚上还能看到点点繁星。”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 12 月 24 日，
郑州市优良天数 199 天，同比增加 43
天，比年度目标（189 天）多 10 天；PM10

累计均浓度 12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3%，PM2.5累计均浓度69微克/立方米，
2016年同期7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郑州能够
蓝天常现，除了环保工作人员的努力
工作外，科技技术和先进设备的使用
也为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
了强有力支撑。

遥感“把脉”汽车尾气

“截至 2017 年 12 月，郑州市保有
机动车 340 万辆，其中柴油车 35 万辆，
国三标准的柴油车是 8.5 万辆。经过
检测，我们发现汽车尾气是郑州市大
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占比 23%，
而在重污染天气时，汽车尾气则达到
27%。值得注意的是在尾气污染中，柴
油车在颗粒物和氮氧化物方面的排放
占 90%和 70%。”郑州市机动车污染监
察支队书记冯保合说。

为了准确把握郑州市车辆污染，
特别是查处超标排放重型柴油车和劣
质油品的情况，郑州市在城市重点路
段——三环路和四环路之间设置了 10

套独特的“电子眼”。这 10 套“电子眼”
就是固定遥感监测检测设备，这些遥
感监测设备被固定安装在检测路段，
无人值守连续运行，利用光学原理远
距离感应，在汽车行驶过程中检测出
车辆尾气排放的 CO、CO2、HC、NOX，
同时还可以记录下车牌号码，检测数
据直接发送到监控中心的监控平台。

据介绍，郑州市目前采取固定式
遥感检测与人工道路抽检相结合的方
式，当遥感检测出车辆排放不合格的
情况下，交警将有针对性地对车辆进
行拦截，由机动车污染监察支队工作
人员进行二次检测，如果还出现不合
格的情况，即超即罚。

在郑州市陇海路监测点，记者看
到 遥 感 监 测 设 备 和 现 场 人 工 路 检 人
员，在零度以下的天气里，路检人员爬
进车底将检测设备接到排气管上，随
后检测结果就出现在电脑上。

冯保合介绍说：“从 2017 年 9 月 14
日我们将遥感监测投入使用时起，截
至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共抓拍车辆 242
余万辆次，其中，大车 10.5 万辆次，超
标 3.3 万辆次，超标率为 31%，对符合处
罚条件的 123 辆 3.5 吨以上柴油车进行
登报公告，并按照相关规定，责令限期
改正并处罚款 5000 元。”

建筑垃圾车可“自洁”

建筑垃圾运输带来道路扬尘的情
况由来已久，为了保证渣土运输车辆
的密闭，郑州市采用了加顶盖并且使
用清洁能源的渣土运输车。

“我们现在在工地上用的运输车，
全部是硬顶密闭、液压举升的，也就是
我们在车上加了一个硬的盖子，在把
建筑垃圾放进车斗时用液压打开，装

满后合上顶盖，顶盖必须牢牢压实了
车才可以开。”郑州市 4 号线会展中心
地铁站工程负责人说。

此前，类似加顶盖的建筑垃圾运
输车在其他地方已经出现，但是郑州
市 的 这 种 建 筑 垃 圾 运 输 车 却 有 所 不
同。据介绍，这种建筑垃圾运输车自
带喷雾装置，喷雾装置设置在轮胎部
位和顶盖位置，当运输车驶离工地时
喷雾装置将对轮胎和路面进行喷洒，
具有“自我清洁”的作用。

郑州市建筑垃圾运输车的另一个
独特之处就是使用液化天然气（LNG）
做燃料，450 公斤的燃料可以跑 260 公
里。据记者了解，一辆新型建筑垃圾
运输车造价在 45 万元左右，其运力与
柴油车不相上下。据介绍，相比使用
柴油的运输车，这种新型的运输车尾
气排放的氮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以
及 一 氧 化 碳 分 别 减 少 72% 、39% 和
90%。

此外，这种运输车上还配有智能
管 控 系 统 、北 斗 定 位 系 统 和 监 控 视
频。智能管控系统可以对超速、偏离
路线的车辆进行报警和限速。新型车
辆北斗终端断电后能够延时报警，同
时通过视频监控查看车辆位置，为执
法人员进行执法查处提供精准信息。

据介绍，目前郑州市区有清洁能
源车辆 929 台，其中硬顶密闭、液压举
升、自带喷雾装置的智能环保车辆近
364 台。所有车辆全部接入大数据监
管平台，实现实时动态监控。

此外，郑州市还依托大数据监管
平台开发了手机 APP，输入车牌号后，
马上就可以掌握车辆是否经过核准、
是否办理双向登记卡等信息，包括车
辆位置信息等都一目了然，为执法工
作提供高效、精准的信息。

上饶传导压力推进督察整改
目前24个问题已整改完成一半多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宝城社区近日依托社区科普馆，组织科普志愿者开
展垃圾分类科普宣传进家庭活动，吸引众多居民参与其中。据悉，宝城社区将
常态化推进此项活动，让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心。图为社区科普志愿者利用
垃圾分类识别设备示范垃圾分类投放。 曹光鑫 黄天静摄

开通手机短信平台后，最高兴的
要数邳州市环保局局长袁翊清。

袁翊清表示，“依法行政市长气
象台”手机短信平台的开通，有助于
唤醒公众举报污染的热情，架构起群
防群治、众志成城的环保防线，彻底
解决了基层环保部门“管理范围大、

人手少”的难题。
“环境污染治理不可能只靠环保

部门’单打独斗’，更有赖于每一位公
民对环境污染行为零容忍和从我做
起。”邳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
示，“这个手机短信平台看上去是一
个小平台，但实际发挥出党委、政府

联系百姓大桥梁的作用。各职能部
门再把老百姓反映集中的问题梳理
出来，举一反三，从里面查找工作薄
弱环节，系统提升区域环境质量。”

据了解，连日来，从“依法行政市
长气象台”手 机 短 信 平 台 举 报 的 个
案出发，邳州市各级部门以点带面
开展自查整改，集中解决了一批扬
尘噪声污染、农村面源污染、河沟水
库污染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
问题。

这 个 平 台 以 市 长 手 机 号
“18052118000”为依托，通过短信，重
点受理群众反映的环境保护等领域依
法行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开通当天，
耿大娘就给市长发了举报短信。

收到耿大娘的短信后，农委、戴
圩镇、环保等部门共同配合，关停了
养猪场，成堆粪便得到处置。记者日
前在现场采访时发现，猪舍内已经闻
不到异味、见不到苍蝇。

据了解，手机短信平台开通后，
邳州市政府行政督查中心安排专职

人员接收短信，及时向发信人回复确
认信息，并对收到的短信进行登记、
编号、建档；并于当日就将接收到的
短信转给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
进行办理。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
阅读短信内容后，即时安排人员办
理，及时登记建档，迅速制定方案，尽
快调查落实，同时以书面或电话形式
及时告知发信人。

“我们明确要求各单位在办理短
信时，坚持深入一线解决问题，不得
仅以电话方式了解汇报。”邳州市政

府行政督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定期通过电话联系发信人、现场查
看、约见发信人及其他群众等形式进
行回访，以“短信是否回复、办理是否
及时、问题是否解决、矛盾是否化解、
事态是否稳控、群众是否满意”为标
准，对短信办理情况进行督查，对办
理不力的部门单位和责任人将报请
市政府按照相关规定予以问责。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在短信办理
各个环节，均有专人负责、严格保密，
防止泄密、丢失，涉及举报投诉类短
信不能交予与举报投诉内容有利害
关系的人员办理，不能在与工作无关
的场所谈论涉密短信，确保发信人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

“电子眼”盯紧超标机动车 建筑垃圾车带盖可“自洁”

郑州治气攻坚用上新式“武器”

山东省青岛
四方实验小学近
日组织学生们在
兴趣课堂上用环
保材料制作了一
批玩偶包、开关
贴、环保创意手
袋、剪纸、书法等
作品，迎接新年
的到来。
人民图片网供图

巩固中央督察成效

落实反馈整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