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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环境监管，《方案》要求，加快智慧环保平台建
设，将92个乡镇的空气自动站，27个市级以上地表水自动
站，涉水、气在线污染源，市城区施工工地，重型柴油车遥
感监测等全部纳入平台管理，提高监管精细化水平。

制定打赢蓝天保卫战考核评估办法，每月通报县
（市、区）、乡镇（街道）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对完不成目
标任务的进行通报，对连续 3 个月空气质量排名靠后
的两个县（市、区）、5个乡镇（街道）进行约谈。

深入推进污染源排查，以第二次污染源普查为依托，
结合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筛选周边区域内涉气污染
源，画出污染源分布图，理清影响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

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依托大气重污染成因
与治理攻关，建立“一市一策”滨州智库，对全市大气污

染源进行全面解析，摸清大气污染物主要来源，提出更
具针对性的处理方案。

加强信息公开和责任追究，引导媒体和群众参与
专项整治，举报、曝光涉气污染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严肃执纪问责，对
工作不力影响工作进度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按照

《山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量化问责规定（暂行）》予
以严肃处理。

健全完善督查机制，各牵头部门结合工作职责，开
展专项督查行动，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现场督查，每周
督查频次不得少于 1 次。市打赢蓝天保卫战指挥部办
公室成立巡查组，对各部门现场督查情况及治理清单
内容进行巡查。对每次督查、巡查情况每月予以通报。

本报讯 为确保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工作顺利推进，滨州市对
各部门职责进行分工，构建责任
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
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滨州市要求，由市生态环境
局牵头，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
等部门配合，明确赔偿范围，确定
赔偿义务人，明确赔偿权利人，开
展赔偿磋商，加强生态环境修复
与损害赔偿的执行和监督。

市法院负责完善赔偿诉讼规
则，各地法院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依托现有资源，探索多样化责任
承担方式，研究符合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需要的诉前证据保全、先
予执行、执行监督等制度，提出有
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立法
和制定司法解释建议。

市司法局牵头，市法院、发改
委等部门配合，规范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鼓励和支持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机构建设，
组建符合条件的专业评估队伍，
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
作。加快推进将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

市财政局牵头，市生态环境
局、发改委等部门配合，加强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市财政
局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完善《滨州
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
法》。加大经费和政策保障，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所需
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安排。

滨州市明确，各部门要鼓励
公众参与，邀请专家和利益相关
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参加生态
环境修复或赔偿磋商工作。依法
公开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
估、赔偿、诉讼裁判文书、生态环
境修复效果报告等信息，保障公
众知情权。 吴立鹏

明确部门责任 推进措施落地

划分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田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滨州市
3个国控站点 PM2.5平均浓度为 62
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6％，是
山东省 7 个传输通道城市唯一一
个改善的市；6 个国控河流断面
全部达标，主城区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水质稳中向好。

根据今年的滨州市政府工作
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共承担打赢
蓝天保卫战，严格落实河长制、湖
长制，打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现污染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等 7项任务。

今年上半年，滨州市出台打
赢蓝天保卫战重点领域专项整治
方案，推进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工
业污染治理、扬尘污染治理、移动
源污染管控，对已完成清理整顿
的 10 蒸 吨 及 以 下 燃 煤 小 锅 炉 、

“散乱污”企业开展“回头看”；全
面推进秸秆禁烧；自 6 月起开展
为期半年的扬尘污染专项整治；
推行网格化环境监管，目前已配
备专职网格员 512 人。全市共收
到生态环境部强化监督定点帮扶
交办的问题 319 个，目前已完成
整改 303 个，其余 16 个问题正按
序时整改。

为落实好河长制、湖长制，滨
州市印发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方案。目前，全市已完成
排污口相关资料的初步收集、入

海排污口排查无人机航测招标等
工作，7 月中下旬开展渤海入海
排污口人工徒步排查。153 家企
业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案工作。

围绕土壤污染防治，滨州市
生态环境局根据危险废物专项排
查工作方案，把危险废物检查纳
入“双随机、一公开”内容，共排查
企业 520 家（次）；加强危废处置
能力建设，新增阳信环沃环保等
5 家持证经营单位，危废经营单
位达到 26 家，年处置能力 115 万
吨；投入资金 268.8 万元，对重点
行业企业用地信息进行调查，目
前正对 210 家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现场调查及数据审核。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力推进
污染减排。在大气污染防治方
面，西王钢铁 3 月底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广富焦化、胜利科技完成
治污能力再提高工程；魏桥铝电
有 限 公 司 5× 660MW 热 电 机 组
减量替代工程正在积极推进中。
水污染物减排方面，积极推进雨
污分流改造项目，城区新建污水
管网 22 公里；光大水务（滨州）扩
建 2 万 吨/日 污 水 处 理 项 目 6 月
20 日完成建设；无棣县第二污水
处理厂 3 万吨/日项目、博兴县经
济开发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10 万
吨/日项目正在建设。 刘士清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滨州市委、市政府出台

《滨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
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实行严格评价考核，
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
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根据《办法》，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实行年度评价、五
年考核。年度评价按照滨州市绿
色发展指标体系实施，主要评估
各县（市、区）资源利用、环境治
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
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等方

面的变化趋势和动态进展，生成
各县（市、区）的绿色发展指数。
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并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

五年考核在五年规划期结束
后的次年开展。内容主要包括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确
定的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以及
市委、市政府部署的生态文明建
设重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考核结果采用百分制评分和
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等相结合的
方法，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 4 个等级，考核
牵头部门汇总各县（市、区）考核

实际得分及有关情况，提出考核
等级划分、考核结果处理等建议，
并结合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领导干部环境保护责任
离任审计等结果，形成考核报告。

《办法》规定，考核结果作为
各县（市、区）党政班子和领导干
部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
的重要依据。对考核等级为优
秀、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成效突出
的县（市、区），给予通报表扬；对
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县（市、区），
进行通报批评，并约谈其党政主
要负责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对
生态环境损害明显、责任事件多

发地区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相关
负 责 人（含已经调离、提拔、退休
的），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及省实
施细则等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为确保各项工作切实落实到
位，滨州市专门研究制定了绿色

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
核目标体系两大体系。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生态保护
等七大项内容、56 个具体考核指
标，涉及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各
方面，综合全面反映生态文明建
设总体进展、各县（市、区）绿色发
展成果。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
体系主要包括资源利用、生态环
境保护、年度评价结果、公众满意
程度、生态环境事件等五大项内
容、24 个具体考核目标，客观衡
量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和
成效。 李峰鲁环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实现绿色发展
滨州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指示器”和“风向标”

本报讯 为防止企业在雨天偷
排污水，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
员日前冒雨奔赴滨北工业园区，对
企业开展夜查。

执法人员先后对山东滨农科技
有限公司、滨州三元家纺有限公司
等企业进行突击检查，仔细查看企
业废气收集、排放装置，污染源在线
监测、监控等设备是否正常运转，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队员及时
告知企业，并责令其立即进行整改。

夜查行动以“双随机”的方式开
展，即随机抽取企业、随机选派执法
人员，不打招呼、不发通知、直奔现
场。夜查的重点包括企业污染治理
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污染治理措施
是否落实到位，企业是否存在偷排、
漏排和超标排放等情况。此次夜查
行动是滨州市生态环境局不断加强
环境监管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滨州市生态环境局
以环境质量改善、群众满意为工作
目标，紧紧围绕影响环境质量、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强化日
常环境执法，全面推进“双随机、一
公开”执法检查，妥善处理环境信访
举报问题，倒逼企业落实治污主体
责任，严查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与公安部门密切协作打击各类环境
污染犯罪行为，持续保持监管执法
的高压态势。

据悉，今年上半年，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共抽查一般排污单位
293 家（次）、重点排污单位 69 家（次）、排污许可单位 35 家（次）及
其他执法事项 54 家（次），并严格按规定要求进行信息公开。通过

“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超标调查处理系统”填报 242 个小时均
值超标查处信息，并对存在小时超标的企业进行警告处理。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通过各类信访举报平台受理环境信访件
1258 件（次）。其中，全国“12369”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 527 件

（次），生态环境部信访举报平台 27 件（次），12345 为民服务热线 24
件（次），受理来访 11 批 23 人（次），群众直接来信 19 件，“12369”环
保举报热线 652 件（次）。全市环境信访案件总办结率达 98%，按
时办结率达 100%。全市共实施处罚环境违法案件 396 件，罚款金
额 3112 万元，移送拘留或涉嫌污染犯罪移送公安 23起。

韩雷 杨鲁海

本报讯 为 打 好 碧 水 保 卫
战，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滨州
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对水污染防
治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确保群众吃上放心水。

在开展执法检查之前，滨
州市人大常委会印制了水污染
防治检查有关材料汇编，供检
查 组 成 员 学 习 。 同 时 委 托 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
区域内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

进行检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就贯彻实施水污染防治法情况
和存在问题进行自查。

滨州市人大常委会邀请部
分水污染防治方面专家参加执
法检查前的暗访，各位专家从
专业角度，就发现的问题提出
意见建议。市人大城建环资委
梳理形成重点问题清单，提供
给各执法检查组。随后，市人
大常委会分成 5 个执法检查组，

采用“四不两直”方式，赴各县
（市、区）、市属开发区进行实地
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滨州市召开座谈会，检查组成
员、人大代表和专家根据现场
检查的情况，就相关问题与市
直部门负责人进行交流。对取
得的成绩，问出经验；对问题和
不足，问出原因、问清责任、问
明解决的办法和措施。赵惠娟

滨州蓝天保卫战剑指重点领域
制定专项整治方案，举全市之力打一场攻坚战、歼灭战

围绕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滨州市要求加快推进燃
煤锅炉淘汰，采暖季前淘汰 35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民生供暖除外）。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及燃煤小锅炉
整治“回头看”，每月对辖区内“散乱污”企业和 10 蒸吨/
小时及以下燃煤小锅炉进行一次巡查，严防死灰复燃。

持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制定 2019 年煤炭消费
减量替代方案，结合年度压减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控制
措施，并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县（市、区）及重点耗煤企
业。推进魏桥创业集团燃煤机组“启大停小”，通过效能
转换降低污染物排放量。

推进清洁取暖重点工程，按照以气定改、以供定需、
先立后破的原则，推进农村地区 17.4 万余户清洁取暖改
造任务；城市（县城）新增清洁取暖面积 150 万平方米。
持续实施工业企业采暖季错峰生产，制定错峰生产企业
清单，并向社会公布。

为加强工业污染治理，《方案》强调，要严格落实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今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11 月 1 日
起，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及工
业炉窑、钢铁工业强制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加快推进钢铁企业超低排放工作，采暖季前，所有企
业烧结工序全部完成改造，并稳定投入运行。全面完成
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改造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高
于 50毫克/立方米。

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按照分业施策、一行一
策的原则，推进家具、机动车维修涂漆作业等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治理。按照“一企一策”、“一炉一档”要求，分类整
治窑炉。开展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9 月底前，所有
企业完成无组织排放治理。

强 化 有 毒 有 害 大 气 污 染 管 理 和 消 耗 臭 氧 层 物 质
（ODS）淘汰管理。重新修编 2019 年重污染天气应急减
排清单。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12 月 20 日前，基本完成
排污许可证年度核发任务。

针对扬尘污染治理，《方案》提出，加强堆场扬尘污
染整治。工业企业应按照“空中防扬散、地面防流失、
地下防渗漏”的标准建设堆场；露天矿山治理全部采取
苫盖、喷淋等防尘措施；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消纳场
应当实施分区作业，并采取防尘措施；港口、码头应对
物料堆场的场坪、路面进行硬化。

加强施工和道路扬尘污染整治，建筑施工工地全
面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5000 平方米及以上土石方
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市政、道路、
水利等线性工程要实施分段施工、湿法作业；运输渣
土、土方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实行密闭运输，
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并与主管部门联网。

强化裸露土地扬尘污染整治，城市建成区、县城区
公园、绿化带内裸露土地全部进行绿化；开展城乡接合
部，国道、省道等重点道路两侧路域综合整治。提高秸
秆综合利用率，加快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力争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2.5%。
滨州市在《方案》中要求，大力推进移动源污染防

控。提升移动源监管水平，年底前，50%以上具备条件
的重型柴油车安装车载诊断远程在线监控。加强非道
路移动源监管，11 月底前，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
排查和编码登记工作；12 月底前，划定非道路移动机
械低排放控制区，禁止达不到国Ⅲ排放标准的非道路
移动机械入场作业。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大幅提升铁路运输量，年底
前，铁路货运量达到 499 万吨，增长 10%以上；鼓励采
用 LNG 等清洁能源运输工具运输集疏港大宗散货。
加快老旧车辆淘汰，确保到 2020 年底前，完成国家、省
下达的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

加强成品油市场监管，对成品油市场进行全面整治，
制定专项整治方案；严厉打击黑加油站点；加油站全部完
成三级油气回收，储油库、油罐车完成油气回收治理。

滨州亮出年中成绩单
空气质量同比改善，饮用水水质稳中向好

滨州市人大开展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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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能源产业结构，推进污染治理 加强扬尘污染整治，防控移动源污染

完善环境管理体系，强化考核评估

每月对辖区内“散乱污”企业进行一次巡

查，严防死灰复燃；采暖季前，所有钢铁企业烧结工

序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后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得高于 50 毫克/立方米……这是山

东省滨州市在日前制定的《滨州市 2019 年打赢蓝天保卫

战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作出的明

确要求。

为持续推进打赢蓝天保卫战各项重点工作，进一步

压实各级各部门主体责任，滨州市制定了这一《方案》，

提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综合施策，举全市之

力打一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歼灭战，为圆满

完成 2020 年大气治理各项目标任务打下坚

实基础。

◆本报通讯员袁东 雷磊鲁记

为强化环境监管，严厉打击偷排、漏排、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
滨州市环境执法人员日前对辖区企业锅炉排放情况进行夜间突击检
查。图为监测现场。 袁东摄

图为蓝天白云下的禾和湿地图为蓝天白云下的禾和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