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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阳阳县县获获生生态态补补偿偿金金440000万万
空气质量连续两个季度交出满意答卷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刘慧）
近日，济阳县连续两个季度空

气质量考核交出满意答卷，共获
得生态补偿金400万元。其中第一
季度PM2 . 5、PM10、SO2、NO2四
项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分别降低
23μg/m3、6μg/m3、10μg/m3、6μg/
m3,获得生态补偿132万元；第二
季度四项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同

比持续下降，以济南市第二名的
好成绩获得生态补偿252万元；本
季度PM2 . 5、PM10同比分别下
降，获得100万奖励。

据了解，按照《济南市环境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以县区细颗粒物（PM2 . 5）、可
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NO2）四项主

要污染物平均浓度季度同比变
化情况为考核指标，建立奖惩机
制，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
付费。

经县政府同意，县环保局拟
将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统筹用于
提升环境治理水平，重点用于行
政区域内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项
目，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县县环环保保局局做做好好污污染染源源普普查查准准备备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刘慧）

为了不断改善济阳县环境质量，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顺利完成污染源
普查工作，县环保局认真进行污染源
普查前的准备。7月31日，济阳县环保

局污染源普查办公室认真完成新华
能源电厂入户普查的试点工作。

通过查环评报告、排污许可
证、检测报告、台账记录、月度年
度统计数据报告和按生产工艺流

程现场查看等方式确定了新华能
源电厂的基本信息、产品能源原
辅料和生产工艺信息、废水废气
固废危废信息、堆场和场内移动
源信息、环境风险信息等。

据济阳县市政园林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闻韶
佳苑商业街属于市政道
路，但由于修建道路时西
段还未开发，考虑到后期
开发肯定会对道路造成
破坏，因此按照县政府批
示，他们只对商业街东段
进行了建设，等商业街西
段开发结束后再对道路
进行施工。

“当时开发商为了激
活商业街，便自己出资修
建了一条临时水泥路，供
过往行人、车辆使用。”该负
责人说，后期有工地施工
将这条路破坏，在四周搭
起了围挡，“园林局、住建
委、执法局也都相继下过
工作函，要求他们将围挡

拆除，并恢复道路原貌。”
近期，济阳县又下发

了关于规范建筑工地现
场的通知，要求建筑施工
现场周围必须设置封闭
式硬质围挡，相关部门按
照要求将该路段进行了
围挡封闭。

“考虑到附近居民出
行以及业主们的利益，我
们将把该道路添加至明
年的建设计划中，交由县
政府批示。”该负责人说，
若县政府批示同意修建
该道路，他们会尽快将该
路段打通，“在道路打通
时，才需要相关部门对阻
碍道路施工的物品进行
清障、清理。”

本报记者 刘慧

市政园林局回应

道道路路纳纳入入明明年年建建设设计计划划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何晓

艳 陈阳） 近年来，济
北开发区把“让客商满
意、让企业放心”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打
造“审批事项最少，服务
质量最好，营商环境最
优”的高水平营商环境示
范区。

“只有走出去，才能
引进来。招商人员不能只
坐在办公室等客商”，这
是招商部部长范勇经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截至
上半年,招商部工作人员
累计拜访客商3 0 0余人
次，与80多家企业进行了
招商谈判，组织参加大型
招商推介活动14次。

节假日、双休日是大
家休息的时间，但对于招
商工作来说，却是难得的
联系企业、洽谈项目的好
时候。“北京一家精密仪
器公司董事长平时忙于
工作，只能周末来开发区
考察，他为此感到十分抱
歉。”相关负责人说，当告

知他单位周末正常上班
时，“他感叹道，开发区这
样优良的营商环境是他
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每个客商都有着不
同需求，开发区根据客商
的需要提供“私人定制”，
制定灵活多样的合作方
案。为了给企业营造一个
低成本的投资环境，开发
区推出了厂房定制、厂房
租赁、融资贴息等一系列
政策措施，吸引了很多客
商前来考察、投资。

企业工商登记享受
“全程代办”一条龙服务，
推进市场主体登记注册
便利化、全程电子化，企
业只需跑一趟，即可领取
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让
企业和投资人办理注册
登记业务从“面对面”到

“键对键”的目标。
据了解，半年以来，

通过登门招商、外派招商
等方式，开发区成功引进
15家亿元以上企业，超额
完成县下达的引进项目
数指标任务。

济济北北开开发发区区为为客客商商

提提供供““私私人人定定制制””服服务务

本报8月2日讯（通讯
员 曹雨菡 记者 刘
慧） 为切实做好本县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济
阳县环境保护局结合全
县实际情况特制订《饮用
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

本预案所称饮用水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指
突然发生或不可抗拒的
自然灾害和人为污染、破
坏等原因，致使饮用水水
源受到污染或破坏的事

件，根据事件的严重性和
紧急程度，将突发环境事
件分为三个等级。最高一
级是因水污染造成县城
城区集中式饮水水源地
取水中断的。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环保局将积极做好饮用
水水源地隐患排查，完善
救援保障体系建设，加强
演练，强化预防、预警工
作，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防范、处置和
处理能力。

济济阳阳县县制制定定饮饮用用水水水水源源地地

突突发发环环境境事事件件应应急急预预案案

本报记者 刘慧

道路开通
居民买菜遛弯方便了
也为商业街带来生意

“闻韶佳苑商业街共有40多
位业主，差不多都是2014年、2015
年购置的商铺。”业主李先生说，
当时商业街西段这条路还未开
通，但售楼处工作人员表示该路
为市政道路，后期一定会开通，

“我们也是奔着这条路开通后，能
带来客流量才买的这边商铺。”

据李先生介绍，2016年他们
交房期间，该路还未开通，业主们
多次联系售楼处，不久后开发商
便铺设了一条水泥路，虽然路面
不算宽阔，但完全可容纳汽车、电
动车、行人使用，并且给附近居民
出行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据了解，闻韶佳苑商业街以
西为汇鑫苑社区、汇鑫苑农贸市
场，商业街以东有闻韶佳苑、领秀
城等几个小区，还有安大城市广
场、华联超市、文体中心等市民常
去的场所，按照地理位置来讲，该
商业街是做生意的好地段。

“这条道路开通后，从早晨四
五点至晚上十点钟，商业街每个
时间段基本上都是人来人往。”李
先生说，西边汇鑫苑社区的居民
会去文体中心遛弯、看娃，东边小

区居民也会前往农贸市场买菜，
有些居民图方便也会从商业街经
过，当时各家店铺的营业额都还
算不错。

又被挖断
建起围挡两年未施工
居民撕开口子来回走

但道路开通不久，附近一工
地施工人员前来该路段进行施
工，“他们来的第一件事就把这条
水泥路给挖了，挖了近一米多深
的坑。”李先生说，施工人员随后
在四周建起了围挡，至今已有两
年的时间，却迟迟未见该工地施
工。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来到闻
韶佳苑商业街看到，在街道的两
边停靠了许多车辆，中间只留了
大约一车身的距离供过往行人、
车辆使用，商业街西段连接汇鑫
路的一段道路被建起的围挡阻
塞，围挡上被分开了几处裂口，可
供行人、电动车来回穿梭，但车辆
无法在此行驶。

进入该围挡内，首先看到的
是一条近两米宽，坑洼、曲折的土
路，路旁零散堆着水泥块，道路两
旁的区域被半米多高的杂草所覆
盖。在此通行的电动车、自行车都
需放慢速度才能安全通行。

“刚搭起围挡的时候，这条路
被堵得严严实实，我们去农贸市

场买菜都得绕很大的弯，实在是
太不方便了。”业主李先生说，他
们也是多次向售楼处和相关部门
反映情况，随后有人就在围挡上
开了几道小门，仅容行人、电动
车、自行车穿过。

影响不小
商业街客流大大减小
租户换了一拨又一拨

“自打该道路被围挡堵住后，
居民买菜遛弯都得绕远路。”业主
刘女士说，由于商业街不流通，附
近小区居民都会把自家车辆停在
商业街道路两旁，目前这条商业
街俨然成了停车场，“我们早上开
门做生意，都得先给车主打电话
挪车。”

“我们之前一直在老城做生
意，后来老城拆迁，才搬到这条商
业街上的。”闻韶佳苑商业街租户
陈先生说，当时他们也做过实地
考察，对这条街确实也存在疑虑，

“但后期发现街上停靠的车辆较
多，心想客流量应该可以，便与房
东签订了一年的合同。”

但开业后一段时间内，他们
家的生意一直都不温不火，相较
之前在老城的生意可谓悬殊较
大。商业街上的其他租户有的已
连续换了好几拨了，这条路不通
的确影响生意，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解决。

工工地地挖挖断断道道路路，，挡挡了了两两年年未未施施工工
不仅给居民出行造成不便，也影响了商业街的生意

近日，闻
韶佳苑商业街
业 主 给 本 报

“有事您说”打
来热线电话反
映，商业街西
段有一工地在
此搭建围挡两
年多，但迟迟
未见动工，该
道路的阻塞导
致来往商业街
的 客 流 量 减
少，也给附近
居民出行造成
了不便。

围挡上开了小门，供行人来往。本报记者 刘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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