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季季度度聊聊城城环环境境质质量量同同比比改改善善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45天，同比增加16天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军

4月23日上午，聊城市环保局举行2018年第二季度新闻通报会，通报2018年第一季度全市水、气环境
质量状况、环保部大气强化督查情况、环境执法工作情况和2018年环保重点工作任务情况。

一季度环境质量状况

各项指数同比改善

经市环境监控中心初
步统计，第一季度，聊城市
主要污染物中PM2 . 5均值
浓度为84μg/m3，同比改善
20%；PM10均值浓度为153μ
g/m3，同比改善13 . 6%；SO2
月均值浓度为18μg/m3，同
比改善43 . 8%；N02月均值
浓度为41μg/m3，同比改善
19 . 6%；重污染天数为10天，
同比减少9天；优良天数为
45天，同比增加16天；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7 . 33，
同比改善17 . 2%。水环境质
量方面，聊城市4个省控断
面全部达标。根据聊城市监
测数据分析，第一季度，全
市三条省控河流COD平均
浓度为33mg/L，与去年同期
基本持平，氨氮平均浓度为
0 . 6 8 m g / L ，同 比 改 善
62 . 7%。

强化督查环境问题

聊城全部整改完成

为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责任落实，推动大气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环保部自2017
年4月7日至2018年3月31日
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大气污
染防治强化督查。目前，强
化督查工作已全部结束。聊
城市将强化督查作为消除
环境隐患、推动环境质量改
善、全面提升全市环境执法
水平的良好契机，对环保部
交办的环境问题迅速建立
任务清单、问题清单、责任
清单、时限清单，落实具体
责任单位、责任人，明确任
务目标、整改目标、完成时
限，层层压实责任，做到督
察组反馈的每一个问题、每
一条线索都及时转办，事事
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在规
定的时限、按规定的标准、
用最短的时间，将全部问题

“清零”，坚决不留“尾巴”。
聊城市的强化督查工

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
2017年4月7日至7月28日，
环保部第19督查组在聊城

市累计检查点位1663个，发
现各类问题843个，问题占
比50 . 7%。已全部按时间整
改完成。在山东省7个通道
城市中，第一阶段聊城市问
题占比最低，问题总数仅高
于济宁。第二阶段自2017年
9月8日开始，环保部开始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
动强化督查。截至2018年3
月31日，在聊城市累计检查
点位3344个，发现各类问题
189个，问题占比5 . 7%，目前
整改完成比例100%。在山东
省7个通道城市中，问题占
比列第四位，问题总数第三
仅高于济宁、德州，整改完
成进度与济宁并列第一。

全市环保部门

立案处罚221件

聊城市不断加强环境
执法监管，加大按日连续处
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
送行政拘留等措施实施力
度。今年第一季度，全市环
保部门立案处罚221件，罚
款784 . 66万元，实施查封扣
押案件2件，移送公安机关
适用行政拘留案件2件，移
交公安机关涉嫌环境犯罪
案件4件，有效震慑了环境
违法行为。

为继续保持环保高压
态势，进一步巩固环保部强
化督查工作成果，确保督查
效果不减、工作力度不松，
推动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聊城市自4月10日至5月
10日，开展2018年春季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督查，重点检
查各级督查反馈问题综合
整治情况、重点涉气企业治
污设施运行情况及达标排
放情况、工业企业扬尘治理
情况等。对检查发现的环境
违法问题，各县(市、区)环保
局将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
任人、整改时限、整改方案、
查处情况等内容，确保依法
查处到位、督促整改到位，
对重点问题市环保局根据
情况直接查处。通过开展春
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
将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进一步加大对违法排
放大气污染物等环境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消除
环境隐患。

今年坚决打好生态

环保攻坚三大战役

为全面做好2018年环
保工作，确保完成上级下达
的各项任务目标，市环保局
明 确 了 全 市 环 境 保 护

“123451”的工作思路，即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一个理念，突
出生态环保体制机制改革
和环保系统强基固本工程
两个工作重点，坚决打好生
态环境保护攻坚三大战役，
着力提升四项工作能力，强
化五大保障措施，力争实现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
主要环境质量指标改善幅
度走在全省前列的目标。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
战”。编制完成《聊城市2018
年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方
案》，落实“六类治理、六项
保障”工作措施。实行“月通
报”制度，严格考核奖惩，加
大对各县(市、区)的生态补
偿 力 度 。制 定《 聊 城 市
2018—2020年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方案暨第三期行动
计划》。督促承担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任务的部门(单位)
按照要求的时间节点落实
相应责任。加大机动车环保
检测机构管理力度，不断提
高机动车环保检验准确率。
会同公安、交通等部门组织
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开

展重型柴油货车路查工作，
每月开展机动车停放地抽
测工作，适时开展移动遥感
监测工作。

着力开展清水行动。力
争到2018年底，实现省控重
点河流水质进一步改善，重
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100%，黑臭水体整治和地
下水极差比例全面达到《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阶段性目标要求。印发并
实施《聊城市2018年度水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确立“点
源分散控制，河流集中治
理”的水污染防治思路，选
取重点河道进行生态修复
治理。建立跨界断面和重点
水域自动在线监测监控体
系。探索实施流域环境生态
补偿。完成81个“千吨万人”
以下农村饮用水源地的调
查，并划定保护区。

扎实推进净土行动。严
格落实“土十条”，深入开展
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开展污
染土壤治理和修复。完成

“三所一队”污染地块、华盛
皮革厂污染地块治理修复
工作。积极推动聊城市危险
废物综合利用处置项目建
设，引导县级部门建立专门
危险废物处置企业，探索建
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完成
2017年度全市危险废物产
生情况申报登记工作。与公
安部门联合开展涉危险废
物专项整治活动。提升危险
废物管理信息化水平，依法
查处涉危险废物环境信访
案件。

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付卫东介绍情况。

“感谢烟店镇党委、政
府的关心，感谢山东华工轴
承有限公司吸纳俺到公司
上班”，近日，临清市烟店镇
一贫困户张某激动地说。张
某一家四口人，妻子患有精
神病，年过八旬的老母亲行

动不便，家庭正处于极度贫
困状态的张某曾经一蹶不
振，幸亏此时镇扶贫办及山
东华工轴承有限公司及时
伸出援助之手。

按照临清市委、市政府
关于实施民营企业结对帮扶

贫困户的号召，烟店镇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组
织全镇民营企业认真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提升全镇民
营企业经理对扶贫攻坚重大
意义认识，广泛动员民营企
业参与新一轮扶贫攻坚战活

动，活动得到全镇民营企业
积极响应，民营企业经理们
积极参与开展帮扶工程，集
中力量打好扶贫攻坚歼灭
战，确保扶贫扶到根上、扶到
点上，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
施的传统美德。 (刘国军)

临清烟店镇扶贫攻坚注重发挥企业作用

王庄集镇党委、政府紧
扣“围绕扶贫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脱贫”的“双推进”总
体思路，以党建为统领，继
续落实脱贫攻坚工作重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大
学习、大调研、大改进”为契

机，进一步创新措施，补齐
短板。

王庄集镇按照“科学规
划，统筹协调，突出重点，分
类施策”的原则，对不同类
型的贫困群众，分别采取了
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教育

帮扶、政策扶持等措施。该
镇向上级争取了扶贫专项
资金200万元，将资金用于大
山合公司经营，每年获得20
万元的利息，为贫困户提供
了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通
过金融扶贫，实现了企业发

展和脱贫攻坚“双促双赢”。
通过“雨露计划”、“邻里互
助”、“孝德扶贫”和“扶贫特
惠保”等举措，让所有贫困户
均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
的组织保障。 (曹松)

莘县王庄集镇强化党建引领 助推脱贫攻坚

“富民农户贷指为贫困户提供5
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担保、免抵
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全额贴息的
信用贷款，要想进行扶贫贷款，首先
就要进行评级授信。”朝城镇韩马庄
村包村干部张华东向贫困户崔海军
详细讲解富民农户贷政策，鼓励其
参加贫困户评级授信，通过进行扶
贫贷款发展产业项目。

朝城镇高度重视富民农户贷工
作，鼓励贫困户通过激发自生动力，
通过发展产业项目实现脱贫致富。
朝城镇动员全体包村、包户干部对
贫困户进行宣传，结合朝城镇农商
银行为所有有劳动能力、有脱贫致
富或发展愿望的贫困户开展评级授
信活动。目前评级授信工作基本完
成，参与评级授信的贫困户达到20
户，下一步朝城镇扶贫办将积极配
合农商银行开展这部分贫困户的扶
贫贷款工作，帮助其发展产业项目。

(狄国敬)

莘县朝城镇

推进贫困户评级授信工作

近日，莘县大张家镇组织镇政
府有关工作人员、全体包村干部，深
入到全镇所有贫困户家中，重新核
实扶贫对象信息，开展脱贫攻坚大
走访活动。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基础，为确保脱贫攻
坚工作的深入开展，近期莘县大张
家镇开展脱贫攻坚大走访活动，对
扶贫对象进行核实和数据清洗工
作。对在册贫困户进行核实，剔除个
别不符合标准的贫困户，确保贫困
群众不漏进一人，不错退一户，使精
准识别、精准扶贫、精准退出每一个
环节都做到实、精、细。 (刘焕利)

莘县大张家镇

开展贫困户数据清洗工作

为扎实做好新的一年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切实改善贫困家庭居住
条件这一关键民生问题，近日，本街
道组织建设所全体同志和相关包村
干部随同县住建局聘请的第三方调
查公司对本街道2018年上报的17户危
房改造户进行入户鉴定评级，对每户
的情况详细询问，认真审核，并进行
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燕塔街道结合
本街道的精准扶贫工作，严格按照

“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有条不紊地
开展危房改造摸底排查、审核工作，
通过本次核查精确识别危房改造对
象，做到应改尽改，切实解决农村贫
困群众住房安全问题。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认真开展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挂失声明
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2017届初等教育专业(中文与社
会方向 )刘东旭遗失报到证，证
号 ：( 2 0 1 7 鲁 教 ) 毕 字 第
113777201700001号，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聊城市海泰阳光新能源有限

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正本不
慎 丢 失 。 编 号 ：
G1037150100521190Q，签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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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聊城市新荣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 注 册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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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成立清算小组，请债权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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