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济阳阳近近千千家家小小散散乱乱污污企企业业上上榜榜
9月底前不整改完将追责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梁越） 近日，济南市环

保局公布了“小散乱污”企
业清单，其中济阳县有近
1000家上榜。据悉，这些企
业今年9月底前将清理取缔
或者补充完善手续进行提
升整改，逾期未取缔或者整

改完毕的，将追责。
据了解，“小散乱污”

企业是指不符合产业政
策、当地产业布局规划，污
染物排放不达标，以及土
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手
续不全的企业。

重点包括有色金属熔

炼加工、橡胶生产、制革、化
工、陶瓷烧制、铸造、丝网加
工、轧钢、耐火材料、炭素生
产、石灰窑、砖瓦窑、水泥粉
磨站、废塑料加工，涉及涂
料、油墨、胶黏剂、有机溶剂
等使用的印刷、家具等小型
制造加工企业。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梁越）
本周县城连续多雨，气温也有所下
降。未来三天仍有雨，市民可以继续
享受凉爽的天气。

根据中国天气网显示，未来3
日具体天气状况如下：

7月28日，多云，微风。最高气温
29℃，最低气温22℃。

7月29日，雷阵雨，微风。最高气
温30℃，最低气温23℃。

7月30日，雷阵雨，微风。最高气
温30℃，最低气温22℃。

周周末末两两天天都都有有雨雨

本报7月27日讯（通讯员 杨
翠萍 记者 梁越） 近日，济阳
街道联合多部门成立专项检查组
对辖区内化工企业进行拉网式安
全隐患大排查。

活动中，检查组先后走访了三
强化工、一诺润滑油等5家化工企业
和辖区范围内10家加油站，认真查

看了各化工企业在生产使用、储存
经营、运输及废弃处置环节是否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生产条件
是否符合标准、重大危险源是否安
全管控等安全隐患。

检查组对排查出来的32处隐患
问题进行了登记，当场要求单位负责
人立即进行整改27处，限期整改5处。

济济阳阳街街道道开开展展安安全全隐隐患患排排查查

本报7月27日讯（通讯员 李
志伟 记者 刘慧） 今年以来，
济阳县国税局围绕国家“一带一
路”发展战略，以“走出去”企业涉
税诉求为出发点，积极加强税收
政策宣讲辅导，助力“走出去”企
业发展壮大。

国税局将济阳县9家重点“走
出去”企业作为服务对象，成立宣

传辅导小组，到旺旺集团、统一企
业、光大环保能源等重点企业送
教上门，详细介绍“一带一路”战
略的主要内容，细致讲解国别投
资税收指南、税收协定、境外税收
抵免、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报告
等税收政策，帮助企业降低跨境
税收风险。截至目前，已发放宣传
材料200余份。

国国税税局局宣宣讲讲““一一带带一一路路””材材料料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董松松） 近日，济阳县司
法局太平司法所社区矫正志愿者
服务队正式成立，这是济阳县成立
的首个社区矫正志愿者服务队伍。

据了解，首批社区矫正志愿
者共16名，由大学生村官、优秀教

师、机关干部、公安民警、驻村法
律顾问等组成。志愿者服务队将
按照自愿无偿的原则，由太平司
法所组织开展对社区服刑人员进
行帮教。志愿者都是通过公开招
募，经严格审核择优聘任的优秀
青年。

太太平平司司法法所所成成立立社社区区矫矫正正志志愿愿队队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孙延玲） 中医院彩超室
每周三邀请省立医院专家坐诊，为
孕24-28周胎儿进行心脏检查，孕妇
需提前一个月拨打电话84223341进
行预约。济阳县中医院彩超室建立
于1995年，共有主治医师3名、医师5
名，每日接诊量高达200多人。他们
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以服务热情、技
术扎实、操作熟练、业务水平高为服
务宗旨，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中医院彩超室有2台全方位四
维功能机器、1台全球最先进的心
血管超声诊断仪、1台用于神经、血
管、肌骨等诊断的超声仪，能有效
满足临床医疗以及病人需求。同
时，中医院又购进1台手提式B超，
医护人员可以直接到病房为患者
做B超，减少患者在走动、等待过程
中病情加重的几率。

目前，中医院彩超室除常规开
展腹部、血管、心脏等检查及超声
引导下介入诊断与治疗外，还可进
行神经、肌骨、关节彩超、小儿胃
肠、小儿髋关节、超声引导下神经
阻滞治疗、男性生殖系统彩超等。
另外，中医院彩超室还可进行产前
诊断及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

在今年上半年内，已经检查出
21例畸形儿，其中包括无脑儿、唇
腭裂3例，胎儿胼胝体发育不良3
例，全前脑畸形2例，胎儿肺动脉瓣
缺如1例，胎儿三尖瓣闭锁并右室
发育不良1例，从而减少了畸形儿
的出生，减轻了家庭及社会负担。

胎儿心脏彩超聘请省立医院
专家冯娟教授坐诊，冯教授医术高
超、诊断精确，能查出胎儿早期是
否有心脏畸形等现象，有利于孕妇
早期做出正确选择。

中中医医院院彩彩超超室室每每周周三三
邀邀省省立立医医院院专专家家坐坐诊诊
专为孕妇排忧解难

垛垛石石镇镇拆拆除除4444家家““小小散散乱乱污污””企企业业

本报7月27日讯（通讯
员 赵希忠 刘亮荣 记
者 梁越） 自全县环保
工作专项会议召开以来，
垛石镇对“小散乱污”企业
的取缔及整改高度重视，
强力拆除。截至目前，全镇
已彻底拆除44家，完成整
改6家。

为保证“小散乱污”企
业取缔整改工作的顺利进
行，垛石镇严格落实网格
化监管、属地管理原则，形
成以镇环境网格化监测中
心牵头，工商所、派出所、
食药所等部门配合，各管
区和村为责任主体的联动
模式。

对拒不自行拆除整治
的，由镇政府牵头，组织工
商、派出所、电力等部门联
合执法，成立专业拆除队
伍，动用铲车、吊车、切割
机等机械，严格按照“两断
三清”（断水断电、清原料、
清设备、清产品）标准，依
法进行强制关停取缔。

持持续续2200年年的的““黑黑货货””被被彻彻底底取取缔缔
仁风镇已拆除粉末加工作坊56家

本报7月26日讯（通讯
员 温建坤 记者 梁越）

近日，记者从仁风镇政府
了解到，由于粉末加工行业
生产方式比较粗放，排污不
达标，高纸村已拆除56家粉
末 加 工 作 坊 ，占 总 数 的
9 3 . 3 % ，涉 及 违 建 面 积
12000平方米以上。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来
到仁风镇高纸村，干净整洁
的街巷，翠绿整齐的绿化
树，简洁规整的宣传墙板，
不时有年轻人从村外骑着
变速自行车驶过，直奔远处
黄河堤坝，整个村庄给人一
种田园静谧之美。

“前些年，俺们村一直
被‘黑货’包围着，到处充斥
着呛人的气味，整个村庄的
环境质量很糟糕，群众的意
见很大。今年村庄的大变样
得益于全镇的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高纸村支部书记
赵法林说。

仁风镇历史上各村都
有不少企业作坊，主要集中
在板材加工、家具加工、木
材加工和沥青粉末加工等
行业。其中，沥青粉末加工
成本低，利润高，成为仁风
镇南部不少村庄的群众首
选的致富途径。

“当时俺们村加工沥青

的作坊很简单，就像熬粥一
样，直接将沥青块放入大锅
内熬，气味非常呛人。但是
加工这东西赚钱快，那时候
一年就能赚到7万元。”高纸
村一位老人回忆说。

由于沥青、土炼油、防
水卷材等加工行业，污染
重、规模小、使用土方法加
工生产，被列入“十五土小”
企业取缔的范围，高纸村于
2012年将其全部取缔。

截至2017年5月，高纸
村粉末加工行业已达60家，
成为仁风镇粉末加工作坊
数量最多的村庄，也成为当

地环境质量最差的村庄。
随着上级部门环境保

护的力度不断加大，高纸村
粉末加工作坊由于不符合
产业政策和当地产业布局
规划，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以及土地、环保、工商、质检
等手续不全因素，被列入了

“散乱污”企业整治、拆违拆
临的范围。

目前，高纸村已拆除粉
末加工作坊56家，已拆除总
数的93 . 3%，涉及违建面积
12000平方米以上。成为全
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样
板村。

天天山山外外国国语语学学校校诚诚聘聘生生活活老老师师

因学校发展需要，现诚聘生活
老师10人，中专以上学历，30—45
岁，女性，有爱心，有耐心，关心孩
子，适应寄宿制生活。有生活老师
工作经历，师范类、医学类学校毕

业生优先。
年薪3万元左右，一年后购买

五险。
联 系 人 ：赵 老 师 ，电 话 ：

15954109326

砂石料厂设备被清运走。 垛石镇政府 供图

“黑色”小企业被拆除。 仁风镇 供图

资讯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翟恒水 组版：徐凌
今日济阳 E03


	E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