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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狠抓抓扬扬尘尘治治理理，，通通报报违违规规企企业业
烟台将下大力气治理扬尘污染，市民发现污染现象可打电话投诉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刘建鹏 ) 近日，烟
台市特检院牟平工作站电梯检验
人员检查电梯运行情况时，叫停了
没有维保公司保养的6台电梯，

近日，烟台市特检院牟平工作
站电梯检验人员对某物业公司电
梯运行情况回访时，发现该物业公
司与某电梯公司签订电梯维保合
同，由于两家产生争议，双方已解
除合同。该物业公司6台电梯属于
无维保单位维护保养，处于非法运
行状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住宅电梯
必须与正规电梯维保单位签订维
保合同，经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检验
合格方可使用。检验人员当场下达
特种设备检验意见书，并报当地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部门，当地安监部
门已下令该物业公司电梯停止运
行。

6台电梯无维保

非法运行被叫停

珠珠岩岩大大桥桥维维修修改改造造66月月底底完完工工
目前西半幅已开始吊装箱梁

本报4月2 4日讯 (记
者 孙健 通讯员 其
波 洪秋 ) 2 4日，位于
2 0 4国道机场路段的珠
岩大桥西半幅开始吊装
箱梁，预计 5月 5日前将
完成全部箱梁吊装，随
后开始桥面施工，整个
桥梁维修改造将于 6 月
底完工通车。

珠岩大桥位于204国
道上，是连接芝罘区、福
山区和莱山区的十字交
通要道。由于珠岩大桥运
营时间长，加上通行量
大，在市公路部门的积极
争取下，最终确定在原址

“拆旧建新”。
“珠岩大桥位于我市

南北通行的大动脉上，一
旦实行交通管制，将给车
辆通行造成严重不便，为
此我们采取半幅施工、半
幅通车的方法，施工期间
双向一直保持正常通行，
东半幅于去年10月底顺
利通车。”市公路局副总
工于亮说。

截至目前，珠岩大
桥维修改造工程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九成以上，
剩 余 西 半 幅 的 基 础 工
程、下部结构、箱梁预制
已全部完成。预计 5月 5

日前完成箱梁吊装，6月
5 日前完成混凝土桥面
铺装，6月中旬左右开始
桥面沥青层铺筑，6月底

完工通车。
经过“全新”改建的

珠岩大桥全长187 . 77米，
宽32 . 5米，采用设计荷载
Ⅰ级，下部结构为原桥桩
基增加了新的砼群桩基
础，采用了先简支后连续
结构体系，大桥外侧采用
加强型墙式护栏，内侧护
栏采用城市护栏，总投资
3218万元。

珠岩大桥改建完工
后，新大桥的安全储备更
大，通行能力更强，完全
满足当前行车需求，并将
进一步提升我市区域公
路交通能力，为沿线经济
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路网支撑。

市直、外地驻烟单位

开始收费审验和换证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烟佳) 记者从烟台
市物价局了解到，市直及外地驻烟
单位2013年度收费审验及换证工
作陆续开展，时间从4月份持续到6

月30日。审验方式为单位自查与集
中审验相结合，同时实行网上审
验。

据了解，在市物价局申领《收
费许可证》的市直、中央、省驻烟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
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等，均属本
次收费年审的范围；以上单位实施
行政事业性收费核发的《收费许可
证》，均属于本次换证的范围。

审验内容主要包括是否按规
定办理或及时换发、变更《收费
许可证》，《收费许可证》是否合
法有效，收费项目是否经过审
批，有无合法收费文件，国家和
省明令取消、免征的收费项目是
否取消、免征，降低的收费标准
是否落实等。

此外，还要对有无擅自扩大收
费范围、设立和分解收费项目、提
高收费标准、不按规定时限、增加
收费频次等行为进行审验。

审验、换证时间将从4月持续
到6月30日。《收费许可证》的换发
由物价部门实施，收费单位向原发
证机关申请换发。在此期间，旧证
仍然有效，逾期不换领新证的，视
为无证收费。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李
园园 通讯员 李金国) “治
理扬尘不是一项可干可不干的
事情，也不是随便干干就能‘应
付过关’的，而是一项沉甸甸的
责任，必须要干而且还要干
好。”24日，在烟台市城区建设
扬尘治理调度会上，烟台市住
建局局长邹长清说，对城区建
设扬尘治理工作，文件下发了
不少，各级也都召开会议进行
了部署，之所以存在不少问题，
根本原因就是落实不够，很多
措施和办法只留在纸上、贴在
墙上。下一步，结合暗访发现问
题，集中在抓落实上下功夫。

在一季度全省空气质量测
评中，烟台市PM10(可吸入颗粒
物)恶化幅度达到102%，排全省17

地市最后一名。这其中固然有
气候干燥、雨水较少的原因，但
也说明烟台市城区建设扬尘治
理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推进城
区建设扬尘治理工作，掌握真
实情况，查找薄弱环节，4月8日-
11日，烟台市住建局和城管局组
成3个暗访组，对烟台市13个市
区的30处房屋建筑工地、14处市
政工程工地、6处房屋拆除工地、
12处裸露土堆、2处建筑垃圾进
行了暗访，并沿途查看了渣土
运输和道路清扫保洁情况。其
中，51处存在问题。

在会上，烟台市城管局局长
孙克春指出，在城区建设扬尘治
理的暗访中发现，部分工地施工
区域出入口没有硬化，清扫洒水
降尘措施不及时，导致出入口处
尘土较多；部分工地没有设置冲
洗装置，车辆粘带撒漏现象严重；
有的工地内裸露土地未实施绿
化，渣土物料未蓬盖，工地现场扬
尘漫天。还有一些处在土地平整
和挖槽阶段的施工工地，扬尘污
染普遍严重，现场未采取任何扬
尘控制措施，渣土运输车辆未蓬
盖，一刮风，工地周边尘土漫天。

邹长清还提到，对于城区
扬尘治理这一块，下一步将进
行一次大规模检查，结合暗访
发现的问题，对违规企业进行
通报、曝光。”

大型工地、撒漏工地 布点设岗，专人值班

面对扬尘污染，将如何应
对呢？在烟台市城区建设扬尘
治理调度会议上，邹长清从重
点突出的四个方面部署了扬
尘治理工作。首先，建设工程
场地整理、基坑开挖阶段，是产
生扬尘的主要来源，也是当前
扬尘污染的“重灾区”。在土石
方工程开工前，将扬尘控制标

准要求、各方主体责任、违法违
规处罚规定等内容，书面告知
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并签订
扬尘控制目标责任书。对于将
土石方工程违法发包给没有资
质单位施工的，约谈建设单位
负责人，约谈无效的按规定予
以处罚。

对城区一些大型工地、工

程车辆常出现撒漏的工地，实
行布点设岗，专人值班，防止
不合格车辆带泥上路、污染道
路。

出现四级以上大风天气
或重污染天气黄色(Ⅲ级)以上
等级预警时，必须停止土石方
施工作业，并采取相关防尘措
施。

裸露3个月的土堆 种植草皮或植物进行覆盖

下一步，对城区范围内
的土堆，将开展一次全面排
查。对于裸露时间超过3天的
土堆，采用绿色遮阳网、塑料
布等方式进行覆盖；超过3个
月的，采用种植草皮或植物

的方式进行覆盖。道路管网
工程工地内道路、管网工程
作业面的裸露泥土超过 1天
的，要采用遮阳网或塑料布
进行覆盖。

对于占用道路形成的土

堆、渣土车违规倾倒形成的土
堆、未按要求进行蓬盖或绿化
的土堆，市、县两级城管部门
组织渣土管理和环卫部门立
即开展一次大清除，集中予以
清理。

应对措施

渣土运输车 达不到密闭要求不能上路

渣土运输车辆管理一直
是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当前
首要任务是督促渣土运输企
业全面完成车辆的密闭化改
装，不能达到密闭要求的，坚

决不能上路运输。
下一步公安交警、建设、

交通、城管、环保等有关部门
将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超限
超载超速、无牌无证、假牌假

证、故意污损遮挡号牌、撒漏
乱倒、逆行、闯禁行、闯红灯等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并追查运输企业、工程施工单
位和建设单位的责任。

控尘、降尘设备 加强检查，加快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目前，大多数工地虽已落
实了围挡封闭、道路硬化、设
置车辆冲洗装置等控尘、降尘
措施，但在具体执行中不少人

“钻空子”，让降尘设备成为摆
设。

有的工地明明有洗车台、但
没有水，或者有水也不能做到所
有车辆冲洗后上路，设备流于形
式；部分工地的土堆、物料未蓬
盖或蓬盖不严密，道路有尘土，
该洒水降尘的不洒水。对此，除

了加强检查外，还要加快视频监
控系统建设，尽快实现工地管理
视频监控联网，实现对所有工地
的全时段、无缝隙监控。
本报记者 李园园 通讯员

李金国

开发区一施工现场，扬尘严重。 通讯员 李金国 摄

如果您的周围有扬尘污
染、渣土乱堆放等现象，
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投诉，
各责任单位举报电话为：

住建局：6896382(芝
罘区)、6896375(莱山区)

城管局：12319

交警支队：122

环保局：12369、
6920573

国土资源局：6719000

林业局：6696271

等你来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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