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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响响应应也也不不罚罚
能能““救救急急””吗吗
重污染天气下，有工地负责人竟称没听说应急响应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
（记者 刘德峰） 11月29
日，济南市环保局环境安全
应急管理处与济南市环境监
察支队，分成四个小组对济南
市部分重点企业和单位，在执
行重污染天气Ⅲ级应急响应
强制性减排措施执行方面，进
行了检查。长清区一工地负
责人居然表示，“没听说过。”

11月29日上午9时起，检
查组兵分四路，对济南市热
电企业、工业企业与施工工
地等重点排污单位进行检
查。检查中发现，有两处工地
对此置若罔闻。

按照济南市重污染天气
Ⅲ级应急响应的要求，要加
强施工工地、道路扬尘和堆
场扬尘规范化管理，停止可
能产生大量扬尘的土石方作
业。据济南市环保局应急处
工作人员介绍，29日上午，他
们在位于长清区的一个项目
建设工地现场，发现一台挖
掘机正在忙碌作业，旁边是
一个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渣
土堆。

长清区环保局工作人员
表示，这块土地此前情况更
为糟糕，不仅唯一的道路没
有硬化，而且垃圾遍地、裸土
面积很大。据他介绍，虽然此
工地在经过处罚后情况有所
改观，但从现场来看依然存
在不少问题。

应急处工作人员还告
诉记者，同样位于长清区的
绿城兰园项目工地，除了在
通往工地的道路上渣土大
量撒落之外，该工地洗车台
完全闲置，洗车台前摆放的
桌子居然成了工人们的临
时食堂。

该工地有一台挖掘机正
在施工，工地大门前更是一
片泥泞。“虽然雪后比较湿
润，现在不会产生太多扬尘，
但这些泥土被带到马路上
去，干燥后仍然会造成扬尘
污染。”应急处处长张成志告
诉记者。

“我没听说下应急通知
啊。”更让应急处工作人员没
想到的是，该工地的一名负
责人居然表示，自己并不知
道济南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的事情。

那么，对于发现的违反
应急响应的企业、工程项目
等该如何处罚？查阅2013年
印发的济南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方案发现，条文中规定了每
个部门的职责，如城乡建委负
责扬尘污染防治，环保局负责
检查各个企业等，但是，应急
方案中并没有处罚条款。

自２０１４年５月出台《环境保护
部约谈暂行办法》以来，截至今年
１０月，通过梳理发现，已有２５个城市
或单位被国家环保部约谈，其中有
６份约谈通报中（涉及５地）明确提
到了被约谈对象存在大气污染问
题，一年多来，这些被环保部点名
的“霾祸”整改落实情况如何？

河南省安阳市

道路白天扬尘少

晚上都是“尘土味”

环保部约谈通报中这样表
述：安阳市２２１省道和３０１省道大型
运输车辆经过时扬尘极为严重，整
体形成了一个‘尘陷区’……

２０１５年２月，环保部工作人员再
回访，发现大气污染问题依然严
重：“北彰武村、东彰武村、周家庄
村等地分布有多个小企业群，不时
有黑烟或黄烟从厂房顶部冒出”、

“原料随处堆放，厂区积尘严重，
生产时乌烟瘴气，尘土飞扬”……

记者日前赴安阳采访时看
到，被环保部点名的鑫磊能源集
团内，厂区路面已经硬化，不再有
飞扬的粉尘，直排的烟囱等都加
装了脱硫除尘等环保设施。

在２２１和３０１省道交叉口，记
者回访时周边居民均表示，现在
灰尘远比一年前好多了，白天扬
尘少。记者夜间探访这一路段时
却看到，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驶
过时，一片尘土飞扬，空气中弥漫
着尘土味。

在小企业集中的北彰武村，
当地多数小企业已停工。记者暗
访其中一家正在生产的冶金耐材
企业，尽管车间已经加装了顶棚
和吸尘设备，但荡起的灰尘，仍令
工人们满脸是土。老板面露尴尬，
表示马上停工。

河北省沧州市

44家企业被淘汰

告别“灰+黑”

环保部约谈通报中这样表
述 ：“ 泊 头 市 寺 门 村 镇 、韩 集
镇……在产的企业车间烟粉尘无
组织排放严重，烟囱冒黑烟现象
突出”、“多处小区供热锅炉烟囱
冒黑烟”……

记者日前在寺门村镇看到，
不少小企业仍在停产中。尽管道
路仍有泥土，但不见了早前尘土
飞扬的景象。记者走访了几家企
业发现，他们都加装了除尘、脱硫
等环保设备，没有看到黑烟、黄烟
直排的情况。

目前，１３３家企业通过环保验
收取得了开工生产通知书，８家企
业仍在整改中，４４家企业直接被
淘汰。

在沧州市城区，记者走访了
多个小区、商场，看到此前随意排
放的供热锅炉不再有冒黑烟的状
况，如南湖小区原来老旧锅炉房
黑烟冲天，现在由大气污染专项
资金投入３０多万元完成了改造，
供暖锅炉全部除尘、脱硫；祥云装
饰材料市场的锅炉房，由原来的
烧煤锅炉换成了烧天然气，彻底
告别了“灰＋黑”。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９日电
环保部２９日通报，１１月２６日

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
空气重污染过程。28日，灰霾
面积扩大到 5 3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3 . 4个山东大小，其中
重度及以上污染城市数量增
加到23个。截至２９日上午，重
污染过程仍在持续，京津冀及
周边３１个城市出现重度及以上
污染。

截至２９日８时，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中，石家庄、邢台、保定、
衡水、阳泉、忻州、德州、聊城、
菏泽和商丘共１０个城市空气质
量为严重污染，北京、天津、邯
郸、沧州和廊坊等２１个城市空
气质量为重度污染。

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
毅表示，预计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１
日，大气扩散条件维持不利，京
津冀中南部和山东西部以重度
至严重污染为主，河南北部以
中度至重度污染为主，影响范

围包括北京、天津、廊坊、保定、
石家庄、衡水、邢台、德州、济
南、潍坊、聊城、淄博、菏泽、安
阳、鹤壁、郑州和新乡等１７个城
市。

环保部预计，１２月２日，受
较强冷空气影响，大气扩散条
件逐步好转，此次污染过程
将结束，京津冀全境、内蒙古
中部和山西大部将回归至优
良水平，河南和山东大部以轻
度至中度污染为主，仅山东局

部地区有可能出现重度污染。
１２月３日至４日，大气扩散条件
持续有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空气质量总体以优良为主。

据悉，环保部已派出督查
组 赴 相 关 地 区 进 行 现 场 督
查。此外，环保部已要求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相关地方加强
重 污 染 天 气 预 报 和 研 判 分
析，密切关注污染形势变化，
及时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减
轻污染危害。

环保部约谈管用不？

安了吸尘设备
可工人满脸是土

京京津津冀冀及及周周边边灰灰霾霾面面积积==33 .. 44个个山山东东
下月2日强冷空气能缓解，但山东局部有可能还是重度污染

29日上午，济南市环境监察支队工作人员到济钢检查。 本报记者 刘德峰 摄

现场探访

““接接到到通通知知，，1100分分钟钟就就停停下下来来了了””
济钢和球墨铸铁执行了减排

在济钢的烧结车间记者看
到，有两台烧结机已经停止运
行，“我们厂一共有4台烧结机，
停下的这两台占总烧结矿数量
的30%。”济钢有关负责人表示，
28日下午2点左右，济钢接到了
济南市环保局下达的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通知，并立即停止

了2号烧结机的进料，“1号烧结
机这几天在检修过程中，一直
没有使用。”

记者在烧结机控制室的监
控电脑上，看到了2号烧结机生
产曲线。曲线显示，自28日下午2

点左右开始直线下降，至下午3

点半左右，传送带上的生产原

料已完全排空。
据了解，济钢共有7台焦

炉，也与烧结机同时开展了限
产措施。“结焦时间从之前的28

小时延长到40小时，限产前日
出焦炭126炉，限产后日出焦炭
88炉，减少了30%的产量。”该生
产环节负责人许明介绍。

济钢：限产后每天产88炉焦炭，之前能产126炉

球墨铸铁：投资千万元的设备已经启用

此后，记者又在球墨铸铁
的烧结机车间看到，该公司仅
有的两台烧结机中，已经有一
台停止了运行。其安全环保负
责人表示，他们28日下午2点接
到应急指令后，同样立即启动
了减排措施，“接到通知后，10分
钟就停下来了。”他说，两台烧
结机产量相当，他们只要按应
急响应减排措施停止一台，就
相当于减产50%。

监察支队工作人员对球墨

铸铁1号烧结机的运行日志进
行了记录，记者看到，球墨铸铁
的生产日志是从28日下午4点完
全停止的。

据了解，11月13日球墨铸铁
因烟尘、二氧化硫排放超标被
立案处罚15万元。11月16日，济
南市环保局向球墨铸铁下发了
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要求该
企业收到决定书后立即整改，
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方案
报环保局备案并向社会公开。

要求停产的设备就是这两台烧
结机。

但为何应急响应之前还在
生产呢？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11月16日他们接到环保局下发
的决定书后，立即停止了两台
烧结机的运行，并按照环保改
造要求，安装湿式电除尘设备。
至11月21日，投资1116万元的新
除尘设备投入使用，球墨铸铁
当天也启动两台烧结机进行试
运行监测。

29日上午，记者跟随济南市环境监察支队工作人员，赴济南钢铁厂与山东球墨
铸铁管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两企业都按规定进行了限产减排。

本报记者 刘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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