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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６日电
为减轻大气污染，缓解产能严重
过剩矛盾，促进水泥行业节能降
耗、提质增效，工信部、环保部１６
日发布通知，决定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６
年采暖期，北方采暖地区的所有
水泥熟料生产线全面试行错峰生
产，承担居民供暖、协同处置城市
生活垃圾及危险废物等特殊任务
的熟料生产线可以不错峰生产。

上述通知是于１６日在北京召
开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协作小组”第五次会议上
发布的。

与会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说，历年数据表明，北方地区供暖
季ＰＭ２．５浓度贡献度约占全年３
成。以２０１４年监测为例，京津冀在
供暖季ＰＭ２．５的平均浓度是全年
的１．２７倍；各省、市供暖季ＰＭ２．５
浓度均值与全年均值的比值在
１．１４至１．３８倍之间。

协作小组会议通报，根据气
象部门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
响，今年冬季气温偏高、降雨偏
少，总体气象条件偏差，逆温、静
风等不利气象条件容易造成重污
染天气频发。而北方地区水泥产
能严重过剩，水泥行业盈亏相抵
已处于净亏损状态，北方地区采
暖季若继续生产水泥熟料，水泥
窑炉和采暖锅炉排放叠加，势必
增大大气污染和雾霾天气发生几
率。

根据工信部、环保部下发的
通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
蒙古的水泥错峰生产时间自今年
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５日；辽
宁、吉林、黑龙江、新疆自今年１１
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自今年１２月１日
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山东自２０１６年
１月１日至２月２９日；河南自２０１６年
１月１日至３月１５日。各地可根据本
地区实际，确定错峰生产时间是
否提前或延迟。

通知强调，错峰生产期间，企
业要保障职工工资待遇，并做好
水泥窑检修、技术改造、职工培训
等工作；此外，应严格控制冬储熟
料量，以减少资金占用、节约成本
费用。

据了解，新版《水泥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已于今年７月１
日实施，水泥企业应做到“达标排
放”。环保部表示，对不能全面达
标排放的企业，须利用冬季采暖
错峰生产期间加快技术改造，改
造完成前不得恢复生产。

工信部、环保部下发通知：

明年头俩月山东

试行水泥错峰生产一一国国企企说说忘忘了了
另另一一家家称称没没听听说说过过
被环保部点名的俩未编制应急预案的企业迅速行动了

本报德州11月16日讯（记者
徐良 ） 15日环保部通报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应对督查情况，山东省华能德州
电厂、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
司因未编制相应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被通报。16日记者从德州
市环保局获悉，目前两家企业应
急响应操作方案已编制完成。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环保节能部工作人员陈成敏
表示，此次被通报其实源于公司
工作人员疏忽。陈成敏称早在今
年8月份，该公司已编制了《大气
污染事件专项应急预案重污染天
气预警应急响应预案》，已经将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在内。但
环保部工作人员检查时，公司工
作人员未能提交专门的《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

而华能德州电厂一李姓工作
人员称，他未听说德州其他同行
企业编制过该预案。另外该电厂
从来没有接到要编制该预案的通
知，该工作人员也不清楚什么样
的企业需要编制该预案。

记者从德州市环保局了解
到，针对环保部通报的问题，德州
两家企业迅速行动，在原有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基础上，编
制完善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
作方案：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
公司采取削减生产负荷的方式降
低污染物排放，华能德州电厂在
保障民生供暖和电网安全的前提
下，采取煤场覆盖、增加喷淋，严
格脱硫、脱硝、除尘设备管理等方
式降低污染物排放。同时陈成敏
称，一旦市政府发出重污染天气
预警信号，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
限公司将启动该预案，削减生产
负荷，降低污染物排放。

对于什么样的企业需要编制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目前德州
环保部门没有明确规定。德州市
环保局环境安全科科长王宝利
称，就其个人理解，涉及废气排放
和扬尘的企业都要编制该方案。

聊城东昌府区花园北路的郑坑王屯片区安置项目工地内的裸露泥土。本报记者 李军 摄

环保部在督查中发现，
济南市军辉华府项目工地未
安装喷淋除尘装置。16日，记
者来到该项目工地，发现该
项目并未停工，也未安装喷
淋除尘装置。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装置很早就已经
拆除了，因为已经没有渣土

车了。”附近居民也告诉记
者，“之前是有喷淋除尘装
置，现在没有了。因为土方早
就挖完了。那个十几米的大
坑全部都是挖出来的。”

针对土方已经结束等问
题，济南市建委称，“整个工
程期间，车辆清洗设施不能

撤。但现在针对安装喷淋除
尘装置没有规定。”而记者从
历下区环保局了解到，目前
正在督促企业安装喷淋降尘
装置。

本报记者 刘帅 任磊磊
唐园园

聊城市郑坑村回迁安
置项目1 5日被环保部通报
工地土方施工区域存在裸
土无遮盖的情况。1 6日，记
者来到位于聊城东昌府区
花园北路的郑坑王屯片区
安置项目建设工地，在工地
现场看到，工地内的裸露泥
土没有进行绿化，远处几名

工人们正在进行地基旁的
混凝土硬化路面。现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工程刚刚开
始，路面刚开始搞工地绿化
和道路硬化。

据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相关人员介绍，目前聊
城湿度大，导致泥土湿度增
加，土方作业不会产生扬尘

污染。而且该工地一直在进
行土方作业，所以工地内的
裸露泥土没有遮盖。环保部
督查期间，接到市政府重污
染天气预警，启动响应预
案，该工地土方施工暂时停
止施工，预警结束后，土方
作业继续施工，所以裸土暂
时无遮盖。本报记者 李军

济南：是是否否得得安喷淋装置，两部门说法不一

聊城：空气湿，扬尘不大就可以不遮盖？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
者 孟燕 郭立伟）“再不出
太阳，人都要发霉了，已经过了
10多天‘暗无天日’的日子了。”
16日，省城又入“仙境”，雾气朦
胧，还伴着零星小雨。15时40
分，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大
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日夜
间到17日上午省城大部分地区
仍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
雾，局部地区能见度小于200
米。

虽然能见度不佳，但受降

雨和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略
有好转。16日18时，济南空气质
量为“良”。

根据气象部门相关统计，
11月1-15日，省城日照时数为38
小时，日均日照时数为2.53小时。
而此前历史同期极小值为1996年
50 . 6小时，常年同期日照时数为
88 . 6小时。今年的日照时数为历
史同期最少，而且日照时间几乎
都集中在了2-4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气象学
上日照时数不等同于光照时

间，需要达到120瓦特/平米的
辐射强度，才记录为有效时间，
因此比实际光照时间要低一
些。

同样，不仅仅是济南，北京
(30 . 6小时)，天津(17 . 1小时)，
石家庄(23 . 5小时)，银川(54 . 4
小时)也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少
日照时数。

气象专家认为，难见太阳这
主要是受地面高压影响。从4日
开始，地面高压盘踞在我国东北
地区。来自海上的湿冷空气和来

自南方的暖湿气流交汇，带来北
方大范围雨雪天气。而8日以后，
高压撤退，北方地区，湿度大、风
力小，多静稳天气，雾霾成“主
角”。

“17日风稍大，但多云天气
能见度依然不好，周五晚上到周
日都有雨，想见到蓝天恐怕要到
下周了。”济南市气象台预报员
胡鹏表示。根据预报，17日夜间和
周末都将有小雨，气温下降。晴
空万里的天气这周难见，只能等
到下周了。

济南:

半月来平均每天

出2 . 5小时太阳

相关链接

““作作业业””补补得得快快，，千千万万别别应应付付
□田宇

学生没完成作业被老师说
两句时，多会拍着胸脯保证下
不为例，而且态度还会很诚恳。
可是当排污企业没有完成制定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作业”
时，面对环保部的点名通报，华
能德州电厂和华鲁恒升给予的
答案难免让人感觉有应付之
嫌。

雾霾来袭时，提前做好重
污染应急预案无疑是对抗雾
霾天气的一项行动指南，倘若

没有，面对重污染天气时,相关
单位难免会手足无措。

而面对通报点名，华鲁恒
升说是工作人员疏忽，华能德
州电厂竟称没听说过应急预
案，作为空气的污染单位，这样
的表态着实让人吃惊。不论是
从国企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来
说，还是从污染企业应有的治
污能力来说，这样的做法都是
不应该的。

污染企业的这种环保认
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相关
职能部门在进行监管和治理时

也存在不足的地方。难道平时
没有检查督促吗？是不想管还
是不能管，这样的问题也需要
厘清。

此外，从本报记者对济南、
聊城两家单位的探访和相关部
门的回应来看，治理雾霾困难
依旧不少。例如环保部通报济
南一建筑工地没有安装喷淋
除尘装置，而建委部门回应现
在针对安装喷淋除尘装置没
有规定，对待同一件事，两个
部门有着不同的态度，无疑伤
害了政策的公信力。沟通渠道

不畅、各项指令不能真正落
实，这样的“梗阻”让污染治理
很难收到实效。

聊城住建部门的回应则更
让人难以理解。空气湿度大，就
可以不覆盖了？难道环保部的
通报错了？

雾霾治理，非一日可以奏
效，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就企业
而言，该承担的责任不能推。对
监管部门而言，对推责者必须
给予应有的处罚，同时自身也
得改变政策不统一的情况。唯
有如此，治霾才能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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