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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辛周伦 王
在辉) 17日，中国重汽日照华凯4S店在
金海花园会议厅举行了HOWO—T7H系
列重卡新产品日照地区上市推介会。来
自日照市的50多家物流运输企业负责人
参加了本次新品发布会。

发布会上，中国重汽销售公司副总
经理厉宏伟、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山
东业务部经理刘璞、中国重汽销售公司
鲁南公司日照地区经理谢晓冬等分别针
对新产品的设计亮点、产品优势和相关
金融政策等做了详细介绍。

HOWO—T7H系列重卡匹配德国曼
技术发动机、单级减速车桥及相关总成、
零部件，其可靠性、经济性、技术指标达
到优秀水平。车型涵盖牵引车、载货车、
自卸车、厢式车、搅拌车、专用车等多个
品种，适合于城市、省际、长途的货物运
输，以及各种专用车作业，能够满足不同
用户群体的需求，T7H系列重卡如今厚

积薄发，将全面提升中国重汽在公路用
车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这次推介的新产品主要是面向一
些物流运输公司，德国曼技术打破了中
国重卡的旧格局，将慢慢取代沿用20余
年的斯特尔技术发动机，另外，日照有港
口贸易，重汽在日照的发展潜力很大。”
中国重汽日照华凯4S店总经理杨晓涛介
绍。

据了解，日照市华凯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是经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批准在日照地区设立的一家与世界
同步的“四位一体”汽车销售服务体系
的4S店，公司享有专营重汽系列重卡
及配件。而HOWO—T7H系列重卡的
发布，其高性能、高可靠性、低油耗为
用户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动力，对日
照市华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来说，便
把这一切变成现实，并将创造更大的
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中国重汽举行HOWO-T7H

德国曼系列产品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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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实施 29 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

去年，日照市启动实施了
十项环保重点治理工程，“十项
环保治理工程”也被列为2014年
为民办事重点项目。

16 日，记者在日照市环保局
了解了“十项环保治理工程”的进
度，该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根
据他们掌握的情况，目前，十项环
保重点治理工程进展很顺利。“今
年，我们环保的一项重点工作也
是推进这十项工程。”

该工作人员介绍，截至日
前，市区方面，山海天污水处理
厂提升改造工程已完成地基换
填工作；日照市第三污水处理

厂正在试运行；湿地公园提升
工程已进行河道清理，栽植了
部分水生植物；王家皂、乔家墩
子民俗旅游村配套管网建设工
程及4处小型污水处理站已列入
城建计划。

莒县方面，山东晨曦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废水治理工
程土建施工已完成70%；莒县碧
波污水处理厂土建工程全部完
成，设备安装完成80%，配套管
网设计已完成；莒县城北污水
处理厂目前土建工程已完成
80%，已经开始进行菌种培养，
配套管网已敷设完毕；莒县淤

泥河人工湿地目前土建工程已
完成90%。

“对于市民比较关心的项
目，亚太森博公司制定并组织
实施臭气处理工艺优化方案及
逆温、静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下
臭气污染防控预案项目基本完
成；日照钢铁四台120吨转炉一
次除尘技改工程正在施工；岚
山港区——— 日照钢厂管状矿石
皮带机工程主体已实现全线贯
通，取料机主体安装完成。”该
工作人员介绍说。

本报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孙勇强

四个沿海城市中

日照获补偿金最多

16日，日照市环保局工作人
员介绍，第一季度，日照空气质
量继续保持在全省前列，其中二
氧化硫指标在全省列第3位，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22 . 4%；二氧化
氮指标在全省列第2位，平均浓
度同比下降12 . 5%；PM10指标在
全省列第4位，平均浓度同比下
降了13 . 0%；PM2 . 5指标在全省
列第4位，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
13 . 8%。

根据山东省环保厅发布的
消息，全省四个沿海城市中，青
岛获得275万元补偿资金，威海
获得176万元补偿资金，烟台获
得32万元补偿资金，而日照的一
季度生态补偿资金为405万元，
获得的补偿金最多。

根据省环保厅的补偿暂行
办法，此次获得的补偿金越多，
说明空气改善幅度越大，“日照
获得补偿金多，一是说明我们之
前空气污染基数比较大，也说明
日照一季度在改善空气质量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16日，日照
市环保局一工作人员说。

“至于日照获得的 405 万补
偿资金如何使用，我们初步计划
是将其全部用于治理空气，改善
空气质量。”16 日，日照市环保
局监测站一负责人说。

连发两个文件

“死磕”大气污染

今年2月26日，日照市人民政
府印发《日照市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2014—2015年)》；2月27日，
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生态建设
年”活动的工作方案》；2月28日，
日照市召开“生态建设年”活动暨
2014年环保工作会议。

“这些文件从多个方面、多
个部门、多个角度明确了大气污
染防治的措施、目标、任务，这意
味着日照市从2月底就全面打响
了‘防治空气污染攻坚战’。”日
照市环保局一工作人员说。

谈到防治大气污染工作目
标，该工作人员介绍，日照争取
到2015年，城市环境空气中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分别控制

在0 . 037毫克/立方米、0 . 034毫克
/立方米、0 . 0 7 8毫克/立方米、
0 . 060 毫克/立方米以下，比 2013

年分别下降 2 . 6% 、15% 、35% 、
9 . 1% 以上。

“实际上，实现这个任务目
标的难度不小。”日照市环保局
监测部门一负责人说。据介绍，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的不仅仅治
理污染，还要从能源结构、产业
结构等方面多管齐下，用一系列
的配套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来
配合落实。

两年将实施 35 项

大气污染治理项目

在日照市政府印发的《日照
市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2014—2015年)》中，记者发现，
2014至2015年将要实施的大气污
染治理项目多达35项。

其中，有2项实施时间定在
了2015年，4项实施时间跨越2014

年和2015年，其余29项的实施时
间，全部都在2014年。

对于市民关注的重点项目，
记者观察发现，日照钢铁“全面
达标工程和烧结烟气脱硝示范”
项目，实施时间定在2014年；亚
太森博“燃煤机组脱硝和除尘改
造工程”实施时间定在2014年；
晨曦集团“油气回收治理和污水
处理场臭气治理工程”实施时间
定在2014年；中粮黄海粮油“燃
煤锅炉脱硫、低氮燃烧和除尘改
造工程”实施时间也定在2014

年。
35个项目中，莒县的最多，

共8个项目，包括热电、造纸、水
泥、石化等；第二位是岚山区，重
点项目除了日照钢铁以外，还包
括石化、粮油、建材、供热以及储
油等。

市区范围内，项目最多的是
开发区，共有 6 个，包括华能电
厂、阳光热电、亚太森博、凌云海
糖厂等。其中，华能电厂的污染
治理共有四个小项目，除了“ 3#

燃煤机组脱硫增容工程”实施时
间定在 2015 年以外，其余三个
小项目的燃煤机组脱硫增容工
程、燃煤机组除尘改造工程实施
时间都定在了 2014 年。

“市委、市政府出台措施、打
出重拳，彰显了日照对遏制大气
污染，解决生存环境问题的决
心。”日照市环保局一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孙勇强

根据《山东省环保厅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日照市一季度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列全省第9位，从而获得了405万元的补偿资金。
4月16日，记者联系到了日照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日照为治理大气污染所做的工作。据了解，日照将把获得得的405万补偿资

金，全部用于改善空气质量。

记者了解到，为敦促各区县
在治理大气污染上加大力气，日
照市也制定了与省环保厅类似
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

16 日，日照市环保局一工作
人员介绍，日照市制定的空气质
量生态补偿办法现在已经开始实
施，每季度考核，对空气环境质量
同比改善的区县，由市级给予奖
励；对环境空气质量同比下降的
区县，由区县级向市级补偿。该制
度将按季度公布考核结果得分，
按年度结算生态补偿资金。

“一季度，日照各区域空气
质量生态补偿考核得分，最高的
是大学城，为19 . 6分；最低的是
开发区，为6 . 6分。”日照市环保
局16日公布了日照市3月份的空
气质量情况，据了解，二氧化硫
平均浓度最低的是开发区，最高
的是岚山区；二氧化氮平均浓度
最低的是大学城，最高的是开发
区；PM10平均浓度最低的是大
学城，最高的是开发区；PM2 . 5

平均浓度最低的是山海天，最高
的是开发区。

日照市环保局一工作人员
介绍，3月份，日照市区总体来
看，环境空气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PM10、PM2 . 5平均浓度分别
为40微克每立方米、43微克每立
方米、153微克每立方米、76微克
每立方米。

据了解，影响日照环境空气
质量的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颗
粒物污染主要原因之一是建筑施
工、露天堆场和道路等扬尘污染。

本报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孙勇强

日照十项环保工程进展挺顺利

一季度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考核，大学城得分最高

相关新闻
一公司的射雾车正在对木薯干散发罐进行喷雾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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