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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严管管出出来来的的““自自由由呼呼吸吸””
我市多部门大力整治人居环境，确保碧水蓝天好空气

荣宣

“吹着海风，吸一口沁人心
脾的空气，每个来到荣成的游
客都恨不得把这新鲜的空气带
回家。”从北京来我市拍摄网络
大电影的导演田宇说。在外地
游客聚集的地方，像这样对荣
成空气的赞叹声不绝于耳。当
前，我市正在全力打造“自由呼
吸·自在荣成”的城市名片。“自
由呼吸”的背后是许多的“不自
由”，碧水蓝天好空气，很大程
度上靠的是严格管理。

管腥水扬尘

24小时设卡检查

6月份，素有“中国海带之
都”美称的荣成进入海带收割、
晾晒的黄金季节。海岸线上虽
然是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但
市区道路上却看不到腥水遗洒
的痕迹。

去年10月份，我市成立了
扬尘腥水污染整治综合协调办
公室，从公安、交通运输、城管
等部门抽调专人专车组成联合
执法队伍，在重点路段、重点卡
口设立10处扬尘腥水检查站，
安装了高清探头，24小时设卡
检查，设立巡查组对城区主干
道路进行地毯式检查，确保巡

查区域零死角。整治办公室主
任鲍永志说：“市里明文规定，
一些重点路段，所有海带运输
车辆以及装载水产品和水产品
加工下脚料的运输车辆禁止通
行；其他路段，行经车辆必须按
规定标准进行密闭化改造，对
沿途滴漏遗洒的坚决予以处
罚。每个镇街也参照市里的整
治模式，成立了自己的执法队
伍，具体负责辖区内的整治工
作，对存在的问题建立督办台
账，实行销号管理。”

为治理扬尘源头，我市督
导全市所有商砼生产企业全部
完成工厂化改造。同时，对全市
车辆及物料遮盖、出入口硬化、
工地监控设施实行无盲点覆盖
管理，安装视频监控探头，对施
工现场作业的实时视频监控，
在建筑施工现场设置喷水降尘
设施，遇到干旱季节和大风天
气时，安排专人喷水降尘。今
年，我市还对黄土露天情况进
行了全面排查。目前，共完成黄
土露天补植面积约410万平方
米。

管重点行业

关停256家“小作坊”

来到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的
那香海国际海滨浴场，空气格
外清新。这里原本集聚着很多

低端的小型海带、海参养殖房。
仅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好运
角旅游度假区投资1亿元把环
海路北侧的养殖用房全部拆
除，恢复原始沙滩，将腾出的空
间用来发展滨海生态旅游业，
打造通透、美丽的岸线景观。

为了把最美海滩还给市
民、游客，我市下大气力整治海
带、石材、水产品加工等重点行
业污染，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引
进生态环保的新兴产业。

我市是全国主要的鱼粉产
区，很早以前是传统的生产方
式，污水、腥臭给当地环境造成
伤害。从2012年开始，我市启动
了全方位、深层次的鱼粉行业
整治行动。

“我们投资20多亿元，将
186家传统鱼粉加工企业压缩
到62家，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
改造，推动鱼粉加工向海洋蛋
白、鱼油等提取物开发转型，实
现污染治理与产业升级的双
赢。”市环保局局长王洪军说。

我市还把石材行业整治作
为重点，力争用三年时间，彻底
解决区域污染问题。目前，我市
已完成279家石材加工企业的
摸底排查，启动了石材行业整
治行动，引导企业建设密闭式
生产车间、更新生产设备，打造
绿色环保新厂区。我市将干制
海产品加工行业统一规划集中

加工区，改进生产加工技术，对
海带收割、漂烫、加工、运输等
全产业链进行改造提升，促进
漂烫废水变废为宝。对不按规
定收集的晒场，一律关停取缔。
目前，全市已关停256家小养殖
场、小鱼粉厂、养貂场等。

管养殖污染

治理3100家养殖场

夏庄镇的民兴生态养殖
园从德国引进先进的处理系
统，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
物转化成有机肥，为果树、花
木提供优质肥料，每天的排污
量达到5 0立方米，能够提供
2000亩土地的农业生产用肥，
实现粪污无害化零排放处理。
民兴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董连玉说：“以前没有除
污设施，养殖场的污水基本是
直接排放，那气味没法闻，钱
是挣了，但挨了乡亲们不少
骂，心里不舒坦。”

我市在全省率先启动了畜
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程。目
前，全市共治理各类养殖场
3100多家。市里根据不同畜禽
种类的养殖特点和养殖规模因
类制宜，采用“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低成本”的治理方法，
通过建设雨污分流、干湿分离、
建设配套三格式化粪池等污染

治理配套设施，对畜禽粪便、污
水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畜禽
养殖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
到100%，实现粪污“零排放”。

“养殖污染的治理，必须以
不反弹为目标，我们实行奖惩
结合。”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张
爱国说。市里实施了“以奖代
补”“先治后补”等扶持措施，对
验收合格的畜禽养殖场根据基
础设施的投入和畜禽存栏量给
予资金奖励。

市里对畜禽养殖污染监管
实行网格化管理，建立了镇街、
基层畜牧兽医站和村级防疫员
三支监管队伍，各镇街建立了
养殖污染巡查监管制度，将污
染监管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
基层畜牧兽医站将养殖场污染
监管责任落实到每位职工，每
月至少进行一次巡查；将养殖
场污染治理监管工作纳入村级
防疫员职责范围，与防疫员待
遇相挂钩，以实现对养殖场的
全天候监控。对发现问题的，由
畜牧部门下发限期整改告知
书。今年以来，全市共下达限期
整改告知书96份。对拒绝整改
或整改不达标的，移交环保、公
安部门依法严厉处罚。目前，我
市已创建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
2家，省级标准化示范场22家，
65家规模养殖场通过无公害产
品认证。

本本报报暑暑期期夏夏令令营营第第四四期期招招生生

通过参加“大海之约”励
志夏令营能更好的启发孩子
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培养其
克服困难的能力；增强团队
意识、提高团队合作能力；提
升孩子们的自我意识；学会
关心他人，提高与人沟通的
能力；更好的激发孩子们的
潜能、增强自信；培养孩子们
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会
相互谦让，与人为善；培养其
独立生活、应对挫折的能力。

本年度暑期夏令营共有
四期，每期营员100人，目前
一二三期名额已满，第四期
继续招生。

行程安排分别为，第一
天：“光荣入伍”——— 踏上大
海之约征程；第二天：“提高
自信心，勇于表现自我”———
影视城之旅；第三天：“超越
自我熔炼团队”——— 与大海
亲密接触之旅；第四天“荒岛
求生”———《爸爸去哪儿》鸡
鸣岛探险；第五天：“原始森
林”——— 与150多种动物近距

离接触；第六天：闭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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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活动时间：8月1
日至6日。

活动费用：包括统一食
宿、交通、景区门票、保险、活
动场地、活动光盘等费用。

群群众众的的光光明明使使者者
——— 国家电网彩虹(荣成)共产党员服务队风采

国家电网彩虹(荣成)共
产党员服务队创建于2012年
4月，现有队员30人，其中党
员21人，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队员占92%。服务队现依托
实行配电专业管理的配电运
检工区，下设配电运检一、二
班、电缆运检班、带电作业班
四个班组。主要从事供电服
务、全市200条2600公里的10
千伏及800多公里的0 . 4千
伏中低压运维、抢修、保电工
作。近年来出色完成96项重
大抢修保电任务，故障抢修
到达现场及时率、恢复供电
及时率和客户满意率均达到
100%。开展的中小企业“结
对帮扶”、“社区经理”、“便民
电器诊所”和“孤寡残贫爱心
帮扶”等服务受到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被群众亲切的誉

为“光明使者”、“身边的共产
党员”。

自成立来，服务队出色
完成了抗击“布拉万”、“灿
鸿”台风等自然灾害抢修任
务及“荣成月·中华情”晚会、
国际海洋与渔业节等重大保
电工作30余次。2013年、2015
年，服务队获得国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优秀国家电网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称号。

2012年以来，彩虹共产
党员服务队累计为客户维修
服务2700余次，为社区提供
帮助431次，帮扶困难群体
213人次，客户满意率均达到
100%，收到来电、上门感谢、
锦旗表扬37次。服务承诺兑
现率100%，实现10分钟内联
系客户、45分钟内到达抢修
现场、无特殊情况5小时内恢
复供电。

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先
后荣获荣成市“工人先锋
号”、“青年文明号”和市公司

“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农农村村一一二二三三产产业业融融合合试试点点项项目目获获批批

本报荣成 7月 1 1日讯
(荣宣) 日前，我市上报的
《荣成市2015年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获山东省农业厅备
案和批复。

《方案》批复后，市农
业局将组织市副食品有限
公司、荣兴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威海觉苑无花果
专业合作社以及汇嘉园果
品专业合作社4家单位按
照方案和省厅批复要求进

行实施。
该项目重点用于发展

我市花生、西洋参、无花果
和苹果产业的精深加工，
将建设生产加工车间3处，
引进先进的花生自动筛选
生产线、西洋参洗参机和
无花果真空冷冻干燥机等
多台(套)生产加工设备，
入驻中国工商银行融 e购
平台、顺丰配送平台、悦赢
电视购物等互联网电商平
台，以延长企业、合作社果

蔬产品的存储时间，提高
他们的生产加工能力，增
加产品附加值。

花生、西洋参、无花果
和苹果产业是我市农业的
重要产业，做好精深加工，
将给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活
力。项目建成后，将推动我
市这4个优势产业走向生
产、服务、加工、销售“四位
一体”融合发展，建立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拓展农民
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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