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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份多个企业排污超标

环环保保部部门门下下达达治治污污硬硬指指标标

禹城>>

治大气污染

划禁燃区域

陵城区联社坚持统筹兼
顾，不重复抽样、不重复审计
的原则，合理安排审计项目。
一是按业务条线、业务环节
甄别划分风险点，落实现场
检查，努力做到“精确指导”
和“精确打击”，提高风险预
警的针对性。二是认真做好
信贷基础管理与新增大额不

良贷款检查、财务收支风险
性审计、农金员及农金通操
作风险检查等专项审计工
作。三是全面落实各级审计
检查发现问题“回头看”工
作，对辖内网点长期未整改
及屡查屡犯问题重点关注，
持续监测，确保审计实效。

(任秋云 赵伟)

陵城区联社审计项目管理统筹推进

进入2015年，齐河农商
行全面拉开“春天行动”序
幕，以更加灵活、更加优惠
的措施普惠县域居民，谱写
支农新篇章。元旦刚过，该
行“两大工程建设”进入新
一轮“三信”评定工作，一如
既往坚持对三农的扶持，不
让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农
民错过评级。在投入上以支

持农民增收为中心，围绕辖
内种、养殖结构，突出品质
蔬菜基地、畜牧业示范区、
食用菌产业和休闲观光渔
业等，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
作社、中小微企业和农业龙
头企业，着重提升农民工、
个体工商户用卡环境，引导
农民迅速致富。

(王宁 魏宝瑞)

齐河农商行开启“春天行动”新乐章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刘
振) 14日，山东17个设区城市
落实《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去年12月份
执行情况“双晒”清单公布，德
州64家涉气企业晒出了“环保
成绩单”，包括治污设施基本信
息、达标排放情况等信息。其
中，不少企业部分生产线数据
超标，被环保部门处以限期治
理增上污染治理设施等整治措
施。

记者了解到，这份去年12
月份的“环保成绩单”达标排放
情况囊括了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烟尘三项指标，整体看大多
数企业都能达标排放，多个企
业的部分生产线数据超标。

从12月份所在地环保部门
对超标行为的处理措施来看，
环保部门均亮出了治污重拳。
其中，德州东方希望碳素有限
公司已缴纳罚款；德州实华化
工有限公司和德州晶华集团振

华有限公司已被下达处罚告知
书；德州卓尔铸造有限公司已
被下达升级改造通知；平原方
源纸业有限公司已被下达限期
治理增上污染治理设施，目前
已调试运行；德州市平原县泰
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山东
平原汉源绿色能源有限公司被
下达限期治理增上污染治理设
施；山东临邑利源碳素有限公
司公司设备全面停产、变压器
报停、暂无开工计划，临邑县鲁

北炭素有限公自去年7月开始
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目前没有
开车计划，县环保局已经对这
两家企业做出明确要求，如要
开产，必须先完成限期治理任
务，确保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此外，德州银河热电有限公司
两级电厂静电除尘及布袋除尘
器已改造完成，2014年起全部
改为生物质燃烧，已于10月份
向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提交试运
行申请。

县域快讯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刘
振 通讯员 蔡明杰) 14日，
记者了解到，禹城市政府于
近日划定了 4 6 . 8 5平方千米
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燃
区范围为徒骇河以东、北外
环以南、建成区东边界以西、
南外环以北的城市建成区区
域，禁燃区内淘汰20吨以下燃
煤锅炉。

近日，禹城市政府印发
《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和

《禹城市淘汰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20吨以下燃煤锅炉工作实施
方案》，分阶段淘汰禁燃区内20

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炉灶
和其他民用锅炉。禹城市禁燃
区范围为徒骇河以东、北外环
以南、建成区东边界以西、南
外环以北的城市建成区区域，
区域面积为46 . 85平方千米，禹
城市政府将根据城市建成区
的发展适时调整禁燃区范围，
该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18年10月1日。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刘
振 通讯员 彭昆) 14日，记
者从乐陵市环保局获悉，目前
该市环境质量监测实现水、
气、声全面覆盖，自动空气监
测站投入使用，24小时不间断
对PM2 . 5等六项数据进行监
测，同时还准确掌握了城市声
环境质量情况。

“覆盖城区的城市自动
空气监测站投入使用，2 4小
时不间断对PM 2 . 5、PM 1 0、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
碳、臭氧六项监测，并每间隔
一小时进行数据更新，真正
实现了对城区空气质量指标
的实时掌握。”乐陵市环保局
工作人员称，自动空气站还
会提供风速、风向、气温、气
压 、湿 度 、降 雨 量 空 气 六 参
数，为市民出行、疾病预防、
污染源监测等提供了重要参
考。

乐陵>>

空气监测站

投入使用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
榕) 日前，德州市第四实验小
学建设项目，在德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完成招标。据了解，
第四实验小学位于新河路以
南，陶瓷大市场东邻，计划于
2015年1月底开工，2015年年底
前竣工，建成后将容纳学生
2400名。

“该辖区内目前仅有明诚
学校一所小学，原池口小学在
2013年9月份左右因规划建设

拆掉，第四实验小学的建成将
满足附近池口、陈公、振华三个
社区适龄儿童上学的问题。”德
城区新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说。

据了解，2014年10月，德城
区出台《关于开展亲民、富民、
惠民、安民“四民”活动的实施
意见》明确提出，新建明诚学校
和第四实验小学，以加快德城
区学校布局调整。据了解，明诚
学校位于德城区新华街道办事

处辖区，项目建设占地120亩，
投资总额约计1 . 3亿元，学校工
程施工项目已在市政务服务中
心完成招标，正在建设中。

日前，根据招标公告显示，
第四实验小学建设地点为新河
路以南，陶瓷大市场东邻。总建
筑面积为18227 . 70平方米，共
有五层。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
年1月30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15年12月30日。

此外，记者了解到，学校

计划投资 5 5 0 0万元，设计规
模 4 8 个 教 学 班 ，容 纳 学 生
2 4 0 0名。学校设计风格为现
代中式，空间设计为传统空间
递进，半围合式庭院。入口广
场与城市道路相接，可向外界
展示学校的形象。入口广场与
北部课间活动广场相接，同时
通过下沉广场的设计，形成与
入口广场的对景关系，使学生
在学习、活动中欣赏到丰富的
立体景观。

第第四四实实验验小小学学计计划划年年底底竣竣工工
建成后可满足三个社区适龄儿童上学

本报1月14日讯 (记
者 王乐伟 通讯员
史蕊) 14日，记者了解
到，为确保节前特种设
备运行安全，平原县质
监局在全县范围内深入
开展压力容器、压力管
道、锅炉、电梯和液氨制
冷企业等特种设备安全
大检查活动。

平原县质监局工作
人 员 介 绍 ，该 局 按 照

“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的原则，主
要对特种设备使用状
况、定期检验情况、作

业人员持证情况、使用
单位日常巡查情况以
及应对突发事件应急
预 案 等 方面进行了检
查。

此次共检查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68家、特种
设备437台套，发现安全
隐患16处，下达安全监
察指令书9份。同时，检
查人员要求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加强对员工的安
全意识教育，加大安全
巡查力度，健全安全防
范措施，确保节前特种
设备安全运行。

平原>>

16处特种设备
使用存隐患

1月14日，在岔河冰面上不少市民凿冰垂钓，而连日来的气温已让冰封的河面大面积消融，
在上面走动时还不断地发出“吱吱”响声，甚是危险。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险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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