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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渣土土车车驶驶过过，，市市民民纷纷纷纷捂捂鼻鼻
环卫工人出动铲车清理，有关部门已约谈相关单位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慧

渣土车驶过
市民出行纷纷捂鼻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在县
城永安路、新元大街等路口发
现，多辆渣土车正在不间断地
来回运渣土，车驶过带起一片
尘土，路人纷纷捂鼻、疾速前
行。在距离工地较近的路面已
被渣土车撒漏的尘土覆盖，看
不出原来的模样。

“我家是回河镇的，工作单
位在永安路上，每天都是骑电
动车来回上下班。”市民陈先生
说，之前这条道路除了车辆稍
多，还算是比较干净，“但近两
周，这边道路上开始有渣土车
行驶，并且撒漏情况较为严
重。”

据陈先生介绍，最初在新
元大街行驶的渣土车运输的物
品为泥土，但因装载较满，在运
输工程中有撒漏，再被过往车
辆来回碾轧，在路面形成了一
块“补丁”，他在上下班途中发
现，环卫工人站在车流中对路
面上的泥巴进行清除，“这样实
在是太危险了。”

近期，市民张女士发现永
安路附近的渣土车开始运渣
土，车驶过带起一片尘土，很多
市民都是捂鼻、快速驶过，“我
家就住在这附近，上下班为了
防止尘土，她还特地买了口
罩。”张女士说。

环卫工人工作量加重
出动铁锹、铲车清扫

“我平时负责永安路的清
扫工作，一般情况下永安路北
段产生的垃圾较多，像永安路
中段、南段产生的垃圾较少，因
此清扫压力并不是很大。”环卫
工人说，但近期此路段可能有
几个工地正在施工，因为来往
的渣土车较平时有增多，“车撒
漏的泥土、尘土等，都需要我们
来进行清扫。”

据环卫工人介绍，像渣土
车撒漏的少量尘土，他们送扫
帚便能进行清扫，但像撒漏的
一些泥土，再被过往车辆碾轧，
紧紧粘在路面上，他们便需要
用铁锹、铲车等工具才能清理
干净，“这样一来，我们的清扫
工作便大大加重了，现在我们
已经有好几位环卫工人都中暑
了。”

按理说“谁污染、谁治
理”，像渣土车撒漏的泥土、
尘土等，本就应该由所属部门
进行清扫，“为啥要我们环卫
工人来进行打扫呢。”环卫工
人说，虽然优化城市环境是他
们的工作，“但我们一个月就
那么几百块钱工资，感觉心里
太委屈了。”

部门回应：
已约谈相关单位
进行洒水降尘

据济阳县环卫管护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近日来，济阳县名
仕城建筑工地和棉纺厂原办公
设施施工工地施工过程中，由
于建筑渣土车违规运输，造成
永安路、富阳街、新元大街、纬
三路撒漏严重，漫天扬尘，行人
路过此段，怨声载道。

渣土车撒漏在路面的建筑
渣土，经过被车辆碾轧，已经无
法通过清扫方式进行清理。为
此，组织环卫工人“一字形”排
开，对撒漏路面的土块使用铁
锨进行铲松，再利用高压清洗
车对路面进行冲刷，最后由环
卫工人和着水进行人工清扫，
彻底清理干净，恢复路面本来
面貌。

与此同时，组织保洁管理
科人员还深入建筑施工工地，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座谈交流
等形式，督促其自觉落实周边
环境及建筑垃圾渣土运输源头
管理责任，并函达城管执法部
门组织人员不定期对出场车辆
覆盖、门前道路硬化、渣土运输
洒漏等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施
工单位合规作业。

据了解，济阳县住建委
负责对渣土车进行日常监督
管理，济阳县城管执法局负
责依法对渣土车进行查处。
目前济阳县城管执法局与住
建委已对工地建设、施工和
运输单位进行了约谈，并责
令 工 地 方 即 刻 进 行 落 实 整
改，对渣土车行走路段进行
洒水降尘。

不不听听劝劝阻阻烧烧秸秸秆秆或或担担刑刑事事责责任任
环保局开展维持1个月秸秆禁烧活动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梁
越） 当前又到了麦收的季
节，为防止群众燃烧秸秆，济
阳县环保局工作人员于5月20
日至6月25日开展现场执法巡
查，发现火点立即处理。此外，
露天焚烧秸秆属违法行为，情
节严重者将处以罚款甚至刑
事责任。

“麦收的季节又到了，为
了防止群众燃烧秸秆带来环
境污染及火灾，禁烧队员天天
在外巡查，今年我们还采用无
人机监测哪里有火点。”济阳
县环保局监察大队相关负责
人说。

据悉，按照国家环保部等
六部委《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管理办法》、《济南市人民政府关
于禁止焚烧农作物秸秆的通告》
要求，夏季禁烧的时间是5月20
日至6月25日。禁烧队员一旦发
现火点立即进行处理。

“焚烧秸秆的危害性很
大，不仅易形成火灾隐患，危
及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相
关负责人说，且污染空气，降低
环境质量，影响交通安全，影响
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同时也
影响本县的环境形象。

此外，露天焚烧秸秆属违
法行为，根据《济南市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有关规定，如果
发现有露天焚烧秸秆的，由县
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以
罚款。

“对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
故，烧毁树木，导致公私财产
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
后果的，将由公安部门依法追
究 有 关 责 任 人 员 的 刑 事 责
任。”相关负责人说。

“净化环境、美化家园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关
负责人说，若发现露天焚烧秸
秆行为，请及时拨打环境违法
热线举报电话84223675。

济济阳阳国国税税为为贫贫困困户户捐捐献献爱爱心心1177990000元元
1144名名党党员员与与帮帮包包贫贫困困户户进进行行走走访访对对接接

本报6月16日讯（通讯员
姚福杰 记者 刘慧） 近
日，济阳县国税局组织14名党
员干部入村与帮包贫困户联
系对接，并组织全局干部职工
为贫困户捐献爱心17900元。

6月13日上午8:00，国税局
组织14名党员干部召开扶贫
工作专题会议，明确帮包贫困

户的活动方案和要求，随后，
发放《党员帮包贫困户联系
卡》和《县直部门党员干部联
系贫困户情况记录表》。

并由党组书记王茂明带
领，统一乘车到太平镇秦坟村
与帮包贫困户进行走访对接。
14名党员干部分4组，由驻村
第一书记和村委会3名工作人
员分组带领党员入户走访。

每到一处，党员都与贫困
户代表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
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致
贫原因等，并认真做好记录，
建立工作日志。同时留下了自

己的《党员帮包贫困户联系
卡》，叮嘱他们今后有困难可
以直接联系，帮包人也会定期
沟通脱贫进度。利用一上午时
间，共计走访对接56户帮包贫
困户。

与此同时，该局组织了以
“携手慈善，共创和谐”为主题
的精准扶贫慈善募捐活动，筹
集善款17900元，将作为帮包
户的入股股份投入到该村的
光伏太阳能发电和潜水藕项
目中，以长期领取分红的方式
帮助贫困户建立脱贫长效机
制。

济阳环卫管护中心加大保洁巡查力度

确确保保““不不着着一一把把火火，，不不冒冒一一股股烟烟””

本报 6月 1 6日讯（记者
刘 慧 通 讯 员 杨 雪

婷） 近日，为全面贯彻落
实济阳县小麦秸杆禁烧工
作 会 议 精 神 ，县 环 卫 管 护
中心会后立即组织召开了
中 层 干 部 会 议 ，要 求 各 科

（所）高度重视，将垃圾焚
烧工作传达到每名环卫工
人 ，进 一 步 明 确 禁 烧 措 施
和工作要求。

济阳县环卫管护中心结
合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教
育市民在秋收季节，全面禁
止焚烧农作物秸秆、垃圾、树
枝、树叶、杂草等。并组织环
卫工人将积存在路边、地边、

村边、渠边、坑边的农作物秸
秆及时进行清理，彻底消除
焚烧隐患。

同时，修订完善了《环卫
管护中心垃圾焚烧处罚规
定》，并印发各科（所），环卫
工人人手一册，要求牢记垃
圾焚烧要求。严格禁止环卫
工人焚烧垃圾现象，一经发
现，立即开除，确保“不着一
把火，不冒一股烟”。

环卫管护中心还安排监
察科加大保洁巡查力度，工
作期间，环卫所长和监察人
员全方位、全天候防控，保持
通讯畅通，及时报送禁烧工
作情况。

GG222200线线两两油油罐罐车车相相撞撞起起火火
回河路段封闭长达10小时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刘慧） 6月15日，G220线196
公里处，两重型半挂油罐车
发生追尾事故，并导致火灾。
事故发生后，济阳交警紧急
封闭自G220线回河路至G220
线与S248线交叉口路段，封闭
时间长达10小时。

15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
在国道220线回河路段发现，
很多大型车辆停候在路侧，
并有多辆小轿车选择逆行，
造成了大面积的拥堵现象。9
时左右，济阳交警发布国道

220线油罐车事故信息：15日
凌晨2点50分，国道220线160公
里+100米处，两重型半挂油罐
车（拉载汽油）由北向南行驶
发生追尾事故，前车漏油严
重，后车车头面目全非，并导
致现场火灾。目前火情已基
本得到控制，拉载汽油正在
进行紧张转运中。

事故发生后，济阳交警
紧急封闭自G220线回河路至
G220线与S248线交叉口路段，
直到中午12点时左右道路才
得以解封。

近日，有市民给本报“有事您说”打来电话反映，济阳县城永
安路、新元大街等道路，现有多辆渣土车正在不间断地运渣土，
其间撒漏严重，导致路面尘土飞扬，给过往行人造成了一定的不
便。据济阳县城管执法大队介绍，目前执法人员已对工地建设、
施工和运输单位进行了约谈，并责令工地方即刻进行落实整改，
对渣土车行走路段进行洒水降尘。

路面被尘土覆盖，工人进行洒水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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