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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刘
雅菲） 采暖季马上就要结束
了，济南空气质量过了压力最
大的几个月，但是为了保证济
南的“气质”，大气污染防治一
刻也不能放松。14日，济南市领
导兵分多路带队检查了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工作，并召开环境
空气质量形势分析会。齐鲁晚
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给济南的
空 气 质 量 拖 后 腿 的 主 要 是
PM10和二氧化硫。为此，除了

加大扬尘的防治力度，济南还
将关停245家小散乱污企业。

进入3月，在人们的感受
中，济南的空气质量还说得过
去，但是从全国的排名上来看，
却不是很乐观。3月1日—11日，
除二氧化氮恶化15 . 7%外，可吸
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

（PM2 . 5）和二氧化硫均同比改
善，改善率分别达到23 . 1%、
24 . 9%、26 . 2%，且综合指数
（6 . 79）在山东省17市中排在第

九名，但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
中排名落后，为倒数第八名。

分项来看，济南在74个重
点 城 市 中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排名最差，为倒数第三
名；其次为二氧化硫，排名为倒
数第六名（但已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从各项污染物的分指数
来看，可吸入颗粒物（PM10）分
指数对综合指数的“贡献”最
大，为29 . 9%，其次为细颗粒物

（PM2 . 5），贡献率为25 . 3%。因

此，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控
制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在分析原因时，济南市环保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3月份已进入
风沙季，扬尘影响较大，造成了可
吸入颗粒物（PM10）排名较差，且
明显落后于细颗粒物（PM2.5）排
名的局面。另一方面，河北省城市
空气质量受工业、燃煤污染影响
更为显著，在这次国家空气质量
专项督查的大背景下，小散乱污
企业纷纷停产，对空气质量形成

较大的改善支撑。
因此，济南将在全面落实

大气污染治理十大措施的基础
上，采取超常规举措，大幅降低
当前污染物排放量。除了强化
建筑工地、渣土运输、渣土场、
道路保洁等，济南还将整治小
散乱污企业。组织各县区政府
进一步排查辖区内违法小散乱
污企业，对目前已排查出的245
家小散乱污企业，由县区政府
组织立即关停。

PPMM1100和和二二氧氧化化硫硫拖拖了了““气气质质””后后腿腿
已排查出的245家小散乱污企业要立即关停

天桥区联合执法组突击夜查

半半小小时时逮逮住住
两两辆辆违违规规渣渣土土车车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张
阿凤） 13日晚9点，天桥区建筑
渣土综合整治办公室联合执法
组来到济泺路北头，对过往渣
土车进行突击检查。半个小时
内检查了12辆过往渣土车，其
中两辆分别因不按规定路线行
驶、私自加装倒车灯，被暂扣建
筑渣土运输车辆准运临时通行
证，等待后续处理。

晚8点半刚过，天桥区建
筑渣土综合整治办公室的2 0
多名执法队员就在天桥区城
管执法局集合，准备出发前往
查车地点。天桥区城管执法局
副局长魏吉荣介绍，当晚的行
动分为两组，一组为工地源头
组，主要到天桥辖区内各个在
建工地内部，检查渣土车出门
前是否装载平槽、是否冲洗车
身等；一组为联合执法组，专
门负责上路检查过往渣土车

辆。
晚9点钟左右，齐鲁晚报记

者跟随联合执法组来到济泺路
北头的高架桥下时，恰好一辆
渣土车停在执法车前等红灯。
眼尖的天桥交警大队交通科警
官刘建新发现，此辆渣土车车
厢板四周的反光标识已经模
糊。刘建新立即投入工作，引导
车辆到高架桥下空地停车，并
检查该车通行证。

“检查发现该车辆证件规
范，行驶路线也合规，只是车厢
反光标识略显模糊。因问题不
严重，对司机进行批评教育、督
促其尽快更换反光标识后予以
放行。”刘建新说。

联合执法组在检查中发
现，有辆渣土车未按规定路线
行驶。“车辆通行证中既没有二
环北路，也没有济泺路，明显是
未按规定路线行驶。”刘建新

说，已将该车辆的建筑渣土运
输车辆准运临时通行证暂扣，
下一步车主需到执法局接受相
应处理。

随后，又一辆渣土车因私
自加装倒车灯也被暂扣通行
证。

据了解，联合执法组由天
桥区城管局渣土科、天桥区城
管执法局直属大队、天桥区交
警大队、天桥区巡警大队、济
南市渣土管理处驻天桥区办
公室等五个部门组成，是一支
包括城管、交警、巡警在内的
执法队伍。天桥区城管局渣土
科科长崔显胜介绍，联合执法
在天桥区早已常态化，从2008
年11份开始，联合执法组每晚
都会到工地、道路上对渣土进
行检查，至今已有八年。天桥
区在全市四个区渣土考核中，
已经连续62个月排名第一。

马马路路上上撒撒落落的的““绊绊脚脚石石””该该谁谁管管
城管：不属于渣土，是货车运输，很难溯源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晶荣 黄寿赓

路口撒落小石块
车辆只得减速绕行

14日早晨7点多，在港西路
附近一家单位工作的市民胡勇

（化名）由西往东行驶在旅游路
上，途经港西路路口时，看到地
上有多个小石块，不得不刹车
缓慢通过。“小石块散在路中
间，车都不太敢走，都减速行
驶，一减速后面就排长队。”

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
的石块。“隔三岔五就会有，很
频繁。我一发朋友圈，周围好几
个单位的朋友都说在这个路口
见到过石块。”胡勇也曾偶遇过

运送这些石块的车辆，“早晨不
到6点遇到过。没有盖子，就用
黑色的网遮一遮，网眼不小，石
块会从网眼里漏出来。有的遮
盖得也很应付，网布都随风飘
起来了，车照样开得飞快。”

胡勇说，这个路口虽然在
绕城高速以东，但是周边有多
个学校，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
不少。每次见到这样的石块，胡
勇就气不打一处来。“清晨环卫
工人要在车流中间去清理这些
石块，车来车往，太危险了。”

殷华（化名）也遇到了类似
的问题。13日早6点40分左右，
他在机场路世纪大道路口就看
到一个约两个足球大小的石
块。“那时候路面车还不算多，
我绕道其他车道躲开。但是早
高峰时候，就很影响交通了，也

很危险。”这样的石块同样也不
是这一两天才出现，殷华说他
常在这个路口看到这样的石
块，而在工业南路工业北路路
口，不久前他还看到一辆车被
大车上掉落的石块绊住，停在
路中间不能动了。

石块不属于渣土
城管执法难查源头

历城区城管执法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接到过不
少市民投诉以上两处及高墙王
附近的石块掉落问题，但是因
为掉落的是石块，并不是渣土，
上路运输的石块城管不好管。

“这些运输石块的车辆，多数不
是渣土车，而是货车。具体的运
输过程，还是交警或者交通部

门来监督。”
《济南市建设工程扬尘污

染治理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对
城管部门、交警部门查处道路
渣土扬尘的分工都进行了明
确。不过，这些措施是针对渣土
扬尘治理的，其中没有提到建
筑材料的运输要求。在2014年
11月发布的《济南市扬尘治理
与渣土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中，
提到了物料运输扬尘污染防
治。不过，也仅对从事渣土和建
筑垃圾运输的车辆有必须具备
相应资质，并严格按照公安、城
管部门批准的线路、时间、装卸
地点运输和倾倒的要求。

记者多方询问了解到，对
渣土运输的查处，已经有了交
警和城管执法部门联合执法。
但是渣土针对的是从建筑工地

或其他工地外运的土方和建筑
垃圾。各区的渣土办都会对当
日开工的工地派驻监督人员，
从源头检查渣土车装载情况。
同时，也会在道路上，与交警联
合查处无城建牌、超载、撒落等
情况，在终端倾倒时也会进行
查处。

但是，石块一般是从外往
工地运，源头不一，过程中的运输
并不需要使用渣土车，如果遇到
大量的撒落，一般在执法过程中
遇到了就会现场追查，如果是已
经撒落的，就需要联系交警调监
控视频去追查。“渣土车除了要办
证外，还要进行改装，要求有篷
盖、有定位，这样能满足封闭和
按照规定路线行驶的要求，但
是对一般运石料的货车，没有
这样的要求。”

近日，多位市民向齐鲁晚报
反映，旅游路港西路路口、世纪大
道机场路路口快车道上，常有石
块撒落，开车经过很危险，环卫工
人清扫也存在安全隐患。济南市
对渣土车运输有严格规定，为什
么还会有石块落地？记者采访了
解到，这样的建筑石材并不属于
渣土，它的落地到底该怎么管，还
是一个问号。

14日早，旅游路与港西路路

口，一些石块撒落在快车道上，影响

车辆通行。 市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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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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