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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县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召开

重重点点治治理理出出生生人人口口性性别别比比

本报讯(通讯员 崔延超)

近日，山东省旅游局将成立调查
组对全省的A级景区进行复核审
查。郓城县旅游局高度重视这次
审查工作，全局上下精心组织，
全力以赴备战A级景区的复核工
作。

目前，郓城拥有两个A级景
区，分别是唐塔风景区(AA)和水
浒好汉城(AAAA)。为确保复核
工作的圆满成功，旅游局专门成
立复核工作小组，以《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和《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
等标准和法规，对所辖景区的主
要景点、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展
开深入细致的检查，对存在的问
题和薄弱环节及时进行纠正和
更改，确保郓城的旅游景区以更
高的水平和标准迎接省旅游局
调查组的复核。

郓城县旅游局

备战A级景区复核

本报讯(通讯员 张波 记
者 崔如坤 ) 8月8日，郓城县
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召开。县委
书记刘文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谷永强主
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吴振，县四
大班子领导，乡镇计生五职责
任人，县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卫计局中层以上干部共200多
人参加会议。

会上，吴振就全县当前人口
计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通报。

刘文林在讲话中对全县当

前出生人口性别比、合法生育
率、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率、节育
手术到位率、社会抚养费征收
进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针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当
前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刘文
林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一定
要始终保持对“两非”行为的严
打高压态势，高标准完成工作
任务。

具体要求为：要学习借鉴巨
野县“1234”工作体系，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充实执法力量、深挖

案源线索、加大查处力度，形成
打击“两非”的强大声势；乡镇
(办事处)要落实“333”工作机
制，切实强化乡镇、管区、村居三
级责任，落实组织领导、利益引
导、考核问责三个保障，全面做
好综合治理性别比工作，成为综
合治理性别比的主战场；村居要
认真落实“个性宣传、合同约束、
全程服务、责任包保、利益导向”
为主要内容的“20字”工作法，加
强源头管控，搞好跟踪管理服
务，夯实治理性别比的基础，确

保不发生“两非”行为；卫生计
生、食药监等部门要完善制度，
强化责任，加强B超机、终止妊娠
药品、技术等行业监管，筑牢禁
止“两非”行为的防线；要加强督
查调度，确保完成性别比控制目
标，年终完不成性别比责任目标
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抓落实，坚定不移地坚持计
划生育“三个不变、四个到位”，
切实压实五职责任人的责任，毫
不动摇地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

作。各部门要齐抓共管凝聚强大
工作合力，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履
行计生工作职责，实行一把手责
任制，明确一名分管负责人，确
定1个主管科室，落实1—2名工
作人员具体负责，积极参与联合
办公办案。要强化队伍作风建
设，要从严从实谋划工作，真正
做到接地气，压实“责任线”，要
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和发展理
念，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真正实
现作风大转变、服务上水平、工
作快推进。

一、主要的大气污染源有：
烧结工段、电炉工段、出渣、出

铁工段等。项目排放的主要大气污
染物为烟尘、SO2、NOx和镍及其
化合物。

二、防治措施及处理效果
1、烧结机机头废气防治措施

及效果
烧结机机头废气中主要污染

物为烟尘、SO2、NOX和镍及其化
合物，废气经“旋风+布袋除尘器+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装置”进行
除尘脱硫处理后，净化后的废气经
风机由50m高、内径3 . 2m的烟囱排
入 大 气 。除 尘 器 除 尘 效 率 为
99 . 0%，经除尘器净化后的废气含
尘浓度小于9 . 8mg/m3；SO2去除
效率为80%，经脱硫处理后的废气
SO2浓度小于170mg/m3；NOX和
镍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为47mg/
m3和0 . 04mg/m3。

2、烧结机机尾废气和出渣、出
铁口废气防治措施及效果

烧结机机尾废气和出渣、出铁口废
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和镍及其
化合物，废气经“旋风+布袋除尘
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进行除尘
处理，净化后的废气经风机由40m
高、内径2 . 0m的烟囱排入大气。除
尘器除尘效率为99 . 0%，经除尘器
净 化 后 的 废 气 含 尘 浓 度 小 于
22 . 5mg/m3；镍及其化合物排放浓
度为0 . 13mg/m3。

3、矿热炉废气防治措施及效
果

每座矿热炉废气中主要污染
物为烟尘、SO2、NOx和镍及其化
合物，废气经“旋风水冷→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净化后的废气经风
机汇合后由一根40m高、内径2 . 8m
的烟囱排入大气。除尘器除尘效率
为98 . 9%，经除尘器净化后的废气
含尘浓度小于20 . 8mg/m3；镍及其
化合物经“旋风水冷→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同粉尘一起被去除，去
除效率为99 . 3%，处理后的废气中

镍及其化合物浓度小于0 . 1mg/
m3。

以上废气中各类污染物的排
放浓度均能符合《山东省钢铁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
2008)中相关标准的要求。

4、烟囱高度及效果
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生产工艺

和装置必须设立局部或整体气体
收集系统和集中净化处理装置，净
化后的气体由排气筒排放，所有排
气筒高度应不低于15m。排气筒周
围半径200m 范围内有建筑物
时，排气筒高度还应高出最高建筑
物3m 以上。拟建项目各工段排
气筒高度为50m和40m，能够满足
要求。

5、无组织排放防治措施
(1)原料堆场
原料中的红土矿、焦炭、石灰

的堆存均采用了彩钢密闭设施，料
棚三面为8m高的彩钢围挡，一面
留有原料卸料入口，顶面设顶棚；

设计在红土矿、焦炭及石灰倒运、
提升及添加点均设有抽风点，产生
的粉尘经收集后进入各除尘系统。

(2)破碎、磨碎系统
对破碎、磨碎系统采取必要的

尘源密闭措施，设置抽风罩或密闭
罩，并采用机械抽风系统，确保系
统和罩内负压，以控制粉尘外逸；
对红土矿干燥、原料电炉冶炼、配
料、给料、冲渣、出镍铁水等产尘点
均设置抽风罩及吸尘点，经管道汇
集到除尘系统进行净化处理；工艺
过程中的物料输送也均在车间和
密闭情况下进行，在各物料胶带输
送过程中，为防治胶带振动产生粉
尘，设计在胶带上方设密闭罩，减
少粉尘外散。

(3)矿渣临时储存场
经鉴定镍渣为一般固废，场地

硬化防渗处理，周边设置防尘网。
矿渣经冷却后含水率为30%以上，
不会产生扬尘。

(4)粉尘产生量

①破碎机与筛分机
拟建项目类比建德市新安江

镍合金有限公司运行期间的调查
数据，由于使用的矿料含水量相对
较高(约含30%)，在破碎、筛分过
程中粉尘产生量约为5 . 3t/a。

②2台27000KVA矿热炉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分析，矿热

炉在进出料时，由于炉内物料搅动
等原因有少量烟尘溢出矮烟罩无
组 织 排 放 ，无 组 织 产 生 量 约 为
32 . 7t/a。

③烧结机和出渣、出铁口
烧结机无组织粉尘主要产生

于进料口和出料口，由于进料含
水量较高，基本无粉尘产生，因此
无组织粉尘主要来自于出料口。
据保守估算，无组织产生量约为
19 . 2t/a。

6、废气监控系统
该项目安装矿热炉烟气自动

监测系统，实现“省、市、县”三级环
保部门系统联网。

山山东东思思达达镍镍业业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年年产产55万万吨吨镍镍合合金金项项目目

主主要要污污染染源源及及防防治治措措施施

佀庄桥是由郓杨公路出入县
城的交通要道，该桥始建于上世纪
60年代，年长日久渐渐成为窄危
桥，严重制约了郓杨公路的运输能
力。今年，郓杨公路进行升级改造，
为保障郓杨公路发挥其应有的运
输能力，郓城县交通运输局对该桥
与郓杨公路进行了同步升级改造。

据悉，该桥为六桩一跨结构，
单跨长度20米，桥宽12米。近日，施
工单位借助高温施工的有利时机，
抓紧时间进行施工。近期将完成桩
基的混凝土灌桩施工。

本报通讯员 杜德成 郭昂
摄影报道

郓郓杨杨公公路路佀佀佀庄庄桥桥

改改造造施施工工如如火火如如荼荼

本报讯（通讯员 王萍）
到2020年，我国基本建成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安全可
靠的电子商务大市场。作为最基
层的网络监管部门，面对持续扩
大的网络市场，在新时期新形势
下肩负着重要职责。近日，根据
省局“2015红盾网剑专项行动”，
郓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郓州所

组织人员“先动起来再深下去”，
确保此次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先动起来，应用省局网络监
管平台全面开展网络经营主体
搜索建档。及时补充新发现主
体，清除已失效主体，建立全面
准确的网络经营监管档案。截止
到8月10日，该所辖区内新增的
893户市场主体已全部搜索完

毕，原有的5878户市场主体又重
新搜索一遍，补充建档17户，清
除失效主体5户，累计建档78户。

再深下去，综合利用各种
信息，查办网络案件，规范网络
交易市场秩序。《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规定，企业有义务公
示网站、网店等涉网信息。通过
辖区内涉网经营主体依法主动

申报的涉网信息，和对已建档
的经营主体的日常巡查、实地
核查、网上监测，以及消费者涉
网投诉等途径，及时发现掌握
辖区内网络市场违法行为和突
出问题。开展专项行动以来，已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21份，查
办违法广告案件、未按规定公
开营业执照登载信息案13件。

郓郓州州所所为为网网络络经经营营主主体体建建档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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