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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日照、五莲、诸城签署环保联动执法协议

邻邻居居区区市市共共治治环环境境监监管管““盲盲区区””

本报青岛4月12日讯（记者
吕璐 通讯员 孙俊杰 宋香宁）

私搭钢棚加工海藻，偷排大量碱
性废水，高新区一家海藻加工点被
取缔。本月青岛全市范围内启动环
保执法大会战，截至10日，环保部门
已查处涉嫌环境违法的行为16起。
11日、12日两天，全市环保执法人员
开展突击检查，又揪出环境违法企
业二十余家。

4月1日起，青岛市全市范围内
启动环保执法大会战，各区市环保
部门分别在辖区内开展“拉网式”环
境安全隐患排查。日前，在红岛经济
区胡庆社区附近的一处空地上，高
新区环保分局执法人员发现了一处
海藻加工作坊。该加工点私自违章
搭建钢棚，也未办理营业执照，生产
过程中不仅排放大量碱性废水，存在
环境安全隐患，也存在巨大食品安全
隐患。执法人员在对经营者立案调查
的同时，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并拆除相关生产设施。

截至10日全市执法人员已检查
各类污染源85家，查处涉嫌环境违
法行为16起。11日、12日两天，青岛
市环境监察支队、各区市大队再次
分别集结突击检查。检查大气污染
源、废水直排环境企业时，全市共查
出18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包
括加油站油气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
使用、企业大气设施不正常运行、企
业污染物超标排放等问题，违法企
业被当场责令整改，部分企业被立
案调查。还有五家危险废物产生企
业存在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管理不规
范等行为，已当场下达现场监察通
知书。

周末揪出20多家

环境违法企业

本报泰安4月12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张力斌 王昭东）

一辆货车刮倒一位老太太，拖行
20多米，致老人身亡，司机却浑然不
知离开现场。交警正寻找破案线索
时，肇事司机打来电话自首，已经到
了100多里外的京台高速济南服务
区。日前司机已经被刑拘。

“路边趴着个人，不知发生了什
么，你们来看看吧。”4月 9日晚 11

点，泰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泰
良路和博阳路路口有人需要救助。
城东交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民警以
及120救护车赶到后，沿路口寻找了200

多米，发现路边趴着一位老太太。城东
大队事故民警说，当时老太尚有一丝
气息，被120接走，随即宣告不治。

民警综合现场情况判断是一起
交通事故。“从发现血迹到老人倒
地，足足有20多米，现场还有一些车
辆碎片，可以确定是被车撞后拖行
所致。”民警收集物证，立即开展调
查。民警分两路分别上行和下行，寻
找破案线索，并查看路边是否有车
辆撞人后停留，一直到 10日凌晨 3

点多钟，没有任何进展。
就在这时，泰安警方接到一男子

电话。男子称，他现在在京台高速济
南服务区休息，发现车身被撞严重，
还有血迹，在经过泰安时感觉撞击过
物体，但是不确定撞了什么，因为当
时有些疲劳，已经处于迷迷糊糊状
态。男子所在地距离事故发生地有
100多里路。民警立刻赶到济南服务
区，将嫌疑车辆和男子带回。

12日，记者从城东交警大队了
解到，民警网上发布消息，已经找到
了身亡老人的家人。事故定性为肇
事逃逸有自首情节，肇事司机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

肇事逃逸百里

才打电话自首

本报青岛4月12日讯（记
者 殷萍 通讯员 孙俊杰

于泳） 4月10日，青岛黄
岛区、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
区、日照五莲县、潍坊诸城市
环保部门签署协议，出现环境
污染问题后各区域环保部门
联动快速处置。这也是青岛市
区市一级环保部门首次和其
他地区环保部门签署联动执
法协议。

青岛黄岛区的海青镇与
日照市五莲县搭界，泊里镇与
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搭界，
大村、六汪与诸城市搭界。从
环保执法层面来说，边界区域
一直以来都是环境监管的“盲
区”，青岛市环保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一方面，行政区边界
权属不清，另一方面，边界地
区的环境污染监管方主要是
基层环保部门，监管能力相对
较弱，所以违法企业都喜欢钻
边界区域的空子。

10日，青岛市环保局黄
岛分局与日照山海天旅游度
假区、日照五莲县以及潍坊诸
城市环保部门签署了《黄岛区
行政区域边界地区环境执法
联动协议书》。“签订协议后，
最大的利好就是信息共享，能
保证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后
快速处置。”黄岛环保分局
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朱俊堂
告诉记者，根据协议书，四
地环保部门将定期开展辖
区内排污企业排查，各辖区
的环境质量状况、污染防治
工作进展、环境风险源排查、
土小企业整治、信访舆情受理
等方面的数据信息实现共享，
及时研究解决边界地区环境
污染问题。

“举个例子说，当发生跨
界污染、生态破坏或其他可能
影响相邻市、县（市、区）环境

的突发事件时，事发地环保部
门要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启动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出
控制、消除污染的应对措施，
并在第一时间通知可能造成
环境影响的相邻市、县环保部
门，相邻市、县要在人力、物
资、设备、信息等方面给予事
发地支持，并积极配合做好污
染事件处置工作。”朱俊堂说，
下游地区环保部门发现因上
游污水入境造成的污染事件
时，应第一时间告知上游地区
环保部门，督促其迅速采取拦
截措施并开展溯源调查，同时
启动本辖区应急拦截措施，严
防污水下泄。

今后，四地环保部门将对
边界地区的突出环境问题联
合开展追踪溯源和联合检查，
对边界环境污染纠纷案件积
极协商查处，对属地不清的边
界“土小企业”进行联合拆除、
取缔，对危险废物异地倾倒案
件积极配合对方调查取证。环
保部门难以解决的环境污染
问题和纠纷，将报请当地政府
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当地不
能协商解决的，再报请上一级
环保部门或上一级政府协调
解决。

据悉，此次环保部门联动
执法协议的签署是继青岛、东
营、烟台、潍坊等半岛流域六
市环保局共同签订执法联动
协议、青岛市辖区内 11区市
环保部门签署《青岛市行政
区域边界地区环境执法联
动协议书》后，青岛市在解
决行政边界地区污染问题
方面的又一大动作。“这将
进一步打破联合治污的行
政区划屏障，使今后涉及地
市、县市区交界的‘三不管’
地界管理更规范。”市环保局
负责人表示。

本报菏泽4月12日讯（记
者 周千清） 9日凌晨两点，
两女一男将一位老人遗弃在菏
泽市救助管理站门口，老人挨冻
六个小时，直到救助站工作人员
上班时发现才将老人救助，目前
老人被安置在社会福利院，公安
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我们上班时发现了老太
太，赶紧把她抬到了救助室。”
菏泽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吴波
说，9日上午，救助站工作人员
来上班，发现门外有一位盖着
被子的老太太，老人身边还有

一包生活用品，工作人员赶紧
对老人进行了救助。

老人是谁，家在哪里，吴波试
图和老人交流，但老人神志不清，
话都说不出来，救助站工作人员
检查后发现，老人身体状况非常
差，已经失去自理能力。

一位失去自理能力的老
人，怎么一大早出现在救助站
门口，救助站的监控录像记录
了当日凌晨发生的一幕。

监控录像显示，当日凌晨
2时01分，一个身着长款棉衣
戴帽子的女子，独自一人出现

在救助站门口，四下张望，转悠
了一圈之后就离开了。两分钟
之后，这名女子又出现在救助
站门口，这次她开了一辆带篷
的三轮车。车子停稳后，女子从
车篷里抱出一包东西，放在门
口的墙根下。随即，三轮车上另
外两个人各扯着被子的两角，
抬着一个人下了车，整理了拿
下车的物品，又给被遗弃者盖
上被子，三人上了三轮车离开
了。就这样，被遗弃的老人在救
助管理站门外躺了六个小时，
直到救助站工作人员上班将老

人救助。
因 为 老 人 没 有 自 理 能

力，为了让老人能够得到更
好 的 照 顾 ，尽 快 恢 复 意 识 ，
和亲人团聚，救助站工作人
员把老人暂时送往市社会福
利院救助。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
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
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
节恶劣的行为，可能构成遗弃
罪，要负刑事责任。目前，公安
机关已经介入调查。

两两女女一一男男，，半半夜夜遗遗弃弃老老太太太太
老人已获救助，警方介入调查

本报潍坊4月12日讯（记者
赵磊 通讯员 杨玉姣 张

晓清） 在国外打拼多年的孙女
士，通过婚恋中介认识了一个自
称身家千万的男子。实际上，男子
只是青州一个机械厂的工人。孙
女士被骗数十万元现金后，发现
男子的真实情况并报警。4月12
日，记者获悉，贾某因涉嫌诈骗
罪被刑拘并逮捕。

46岁的贾某，是青州某镇
村民，在当地一家机械厂当工
人，收入一般。2014年初贾某
突发奇想，想结识个有钱女人，
于是将虚假的个人单身信息挂

到一婚恋中介，果然认识了一
名在国外做买卖的40多岁青
州籍单身女性孙女士。

贾某自称已离婚两年，有
一个上大学的女儿，他是某局
的挂职职工，自己经营一家机
械厂，雇有员工30多人，机器
是花1000多万元从美国进口
的，主要生产发动机，还享受市
里250万元的五年免息贷款。
贾某能说会道，硬是凭借他的
花言巧语取得了孙女士的信
任。2014年3月，孙女士与贾某
开始交往。

贾某了解到孙女士已单身

多年，在国外经营多个服装门
店，手头颇为富裕，在交往半个
月之后，提起建厂的时候借了
当地某局局长几十万元钱，这
笔钱是某局局长挪用的公款，
急需钱将该局长的钱还上，不
然局长乌纱不保，便向孙女士
提出先借一部分钱，孙女士从
国外向贾某账户汇入人民币
15万元，之后在交往的半年多
时间里，孙女士除提供贾某往
返国外的机票、国外名烟名酒
及相关的旅游费用外，贾某又
假借各种理由向孙女士借款共
计23万多元。

2014年12月，孙女士在其父
亲病故后，返青州省亲期间，提
出到贾某家去看看，贾某以各种
理由推辞，孙女士心生疑虑，托
朋友打听贾某的情况，经过多番
打听，原来贾某所说的一切都是
假的，贾某事实上只是青州某厂
的一名职工。

孙女士感觉受骗，向青州
市公安局报警。青州警方立案
调查，贾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刑
拘并逮捕。青州警方于2015年
4月7日将案件移送至青州市
检察院，等待贾某的将是法律
的惩罚。

““千千万万富富翁翁””骗骗女女老老板板数数十十万万
青州一男子涉嫌诈骗罪被逮捕

头条链接

环保部门对一家土小炼油企业生产设备进行拆除。

滨滨州州济济南南联联合合端端掉掉小小炼炼油油

头条相关

本报滨州4月12日讯（记者 刘哲 通讯员 宋迎新 苏小
兵 王合昌） 9日，滨州市与济南市环保、公安部门联动，对地处
惠民县与商河县交界处的三家污染严重的土小炼油企业进行了取
缔拆除。这是《滨州市行政区域边界地区环境执法联动协议》签订
以来，滨州市首次与邻市联合进行边境执法。

近日，滨州市惠民县环保局接到居民对石庙镇三家土小炼油企业
污染情况的举报，附近村民反映，这三家土小企业已经存在好几年了，
经常在晚上排放生产废气，使周围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一到晚上，
附近村民不敢开窗户。在调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这三家都是土小炼
油企业，共有十个炼油罐、八个炼油炉。其中两家在商河县境内，
一家在惠民县境内。滨州市环保局按照“省会城市圈”行政边界
地区执法联动工作程序，连同济南市环保局，并与滨州市公安
部门、济南市公安部门和当地政府联动，对其进行了取缔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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