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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东营市不断提高港
口、铁路、管道运输能力，做好规划布局，加快推
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公路运输量，严控
柴油货车污染，强制国二车辆全部退出运输市
场，全市共淘汰国二及以下车辆 1409 辆。加快
淘汰稀薄燃烧技术、“油改气”老旧燃气车辆和
高排放、高污染国三营运柴油货车，去年以来共
注销 2448 辆国三重型柴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道路运输证。

东营市大力提升绿色交通水平，有序推进
济东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充电桩、太阳能发
电等设施建设，目前市内高速服务区相关设施
已建设完毕。大力推广新能源、天然气（CNG/
LNG）等节能环保运输工具，全市新能源公交
车 1308 辆 ，占 比 约 90%。 全 市 出 租 车 共 3425

辆，全部为清洁能源车辆。
为提高多式联运能力，东营市加快推进东

营港疏港铁路、黄大铁路东营段、大唐电厂铁路
专用线建设；推进淄东铁路运力提升，配合完成
淄东铁路电气化改造，全线速度由 60 公里/小
时提升至 120 公里/小时。东营港 10 万吨级航
道、深水泊位、码头升级改造等三大工程项目正
在稳步有序推进。

东营市加快推动原油成品油管网建设，在
全市规划建设“四横两纵十支线”油品输配网
络，累计建成原油成品油管道达 953.2 公里，在
建管线 328.4 公里。已连通管道企业 15 家，可
实现管输原油企业 12 家。今年 1 月-8 月，全市
实现管输原油 2089 万吨，预计全年可达到 3300
万吨左右，可减少公路运输 100万辆次以上。

山东东营扎实推进“四减四增”三年行动

调整四个结构 推动绿色发展

“为扎实推进‘四减四增’行动，东营市抓住国家实施

‘交通强国’战略的历史机遇，着力调整运输结构，加快构建

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织就一张拉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原动力网’。”在山东省推进“四减四增”工作交流会上，东

营市就运输结构调整工作成效作了典型发言。

山东省“四减四增”三年行动开展以来，东营市对照方

案，及时将年度任务分解落实、定量定标、拉条挂账，实行清

单化调度通报，并采取明察暗访、现场检查、动态评估等办

法，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东营市委书记李宽端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四
减四增”三年行动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融注到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全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扎实推进“四减四增”三
年行动，全面推动绿色发展。

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赵志远在全市“四减四增”工作
专题会议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责任，立足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研究办法、研究机制。

针对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产业布局散乱等问
题，东营下大气力调整优化产业、能源、运输、农业投入四个
结构。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东营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
快培育新兴产业，围绕产业集群精准发力。加快完善石化
产业集群发展规划，集中发展以烯烃深加工、新型专业化工
材料等为代表的产业链。同时，对河口化工产业园、利津滨
海新区化工产业园、东营港化工产业园进行一体化管理，努
力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核心区。

东营市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橡胶轮胎产业
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集中培育全球轮胎行业龙头企
业，推进橡胶轮胎和橡胶配件产业集群发展。控制有色金
属冶炼产业规模，提高冶炼水平，向铜制品、铜材料、合金材
料方向集群发展。提高石油装备产业制造能力，按照智能
化制造+方案提供商方向，打造集研发、智能制造、服务于
一体的石油、海洋装备产业链。

目前，东营市石化、橡胶、石油装备、有色金属、新材料、
生物医药 6 个产业发展规划已编制完成。7 家化工园区全
部通过省政府认定，3家化工重点监控点通过首批认定。

为加快清理淘汰落后产能，东营市将全年节能目标任
务分解到各县区，每季度通报节能指标完成情况，累计下达
节能预警通知 3 次。深化化工生产企业评级评价工作，积
极推进炼化企业淘汰落后产能，累计淘汰落后炼化企业生
产装置 22套、产能 1695 万吨/年。

围绕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东营市继续实施
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突出“减存量”，实行煤炭
减量、等量替代。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快
淘汰落后燃煤机组，全面启动 35 蒸吨／小时及
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工作，65 蒸吨／小时及以上
燃煤锅炉全部实现超低排放。推行“气代煤”、

“电代煤”等清洁方式，坚决取缔劣质煤使用。
东营市不断扩大集中供热范围，城市建成

区及县区集中供热面积达到 6900 万平方米。
加快构建覆盖全市的天然气输送网络，建成高
压管网 1303.9 公里、中压管网 4279 公里，提前
实现天然气管道“镇镇通”，清洁散煤配送基本
实现市域全覆盖。

为大力推广绿色建筑，东营市完成节能建
筑 270.5 万平方米，实施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
4 个，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新增太阳能光热建
筑一体化应用面积 162.9万平方米。

东营市着 力 发 展 新 能 源 ，2018 年 全 市 区
域 电 力 装 机 规 模 461.5 万 千 瓦 ，其 中 新 能 源
装 机 189.9 万 千 瓦 ，新 能 源 装 机 占 比 达
41.15%；全社会用电量 294.5 亿千瓦时，其中新
能源发电量 30.5 亿千瓦时，占比达 10.4%，位居
全省前列。

在“减存量”的同时，东营市严格“控增量”，
着力“提效率”，所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
实施煤炭减量或等量替代。在重点耗能行业全
面推行能效对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围绕农业投入结构调整，东营市坚持以工
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
化、机械化、融合化发展。大力推广化肥减量增
效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今年已完成新增
水肥一体化面积 24497 亩，测土配方技术实现
全市全覆盖。

为实现农药减量增效，东营市实施农药“零
增长”行动，让农药减量控害观念深入人心，全
市种植业领域农药使用量呈现逐年下降态势，
提前实现行动方案确定的农药“零增长”目标。

东营市今年在垦利区开展蝗虫防治工作，

施用全生物农药苦参碱进行绿色防控，防控面
积达到 20万亩，有效防治率达 95%以上。

在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东营
市积极推进“秸秆五化”（肥料化、燃料化、原料
化、饲料化、基料化），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4.42%，其中肥料化达到 67.4%。

东营市大力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全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粪污处理设
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9.4%，其中，大型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达到 99.7%，全市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到 83.1%。

本报讯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东营区
分局日前联合应急、交通等部门启动环
境安全执法大检查专项行动，对可能产
生环境污染及安全隐患的点位进行全
方位排查，确保不留死角。

此次行动按照“属地管理、条块结
合、以块为主”的原则，上溯源头、下查
末端、循线深挖，对工业企业、施工工
地、废渣堆、废弃坑塘、畜禽养殖区等地
进行逐一排查。建立起翔实完善的档

案台账，做到“谁排查谁签字、谁签字谁
负责”，“过程可倒查、责任可追究”。

在检查中，东营区分局要求对发现
的问题，各责任部门及街道办事处逐项
开展整改，确保两个月内全部整改完
成。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对严重违
法、屡查屡犯的企业，坚决查处，严肃追
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涉及犯罪的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新发现的“散乱
污”企业，严格分类整治。 刘龙晖

完善档案台账 严格责任追究

东营区启动环境安全执法检查

实施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建设现代能源体系

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提高多式联运能力

调整农业投入结构，推动农业融合发展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围绕
各类突出环境问题，统筹调度全市
执法力量，积极开展生态环境综合
执法行动，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提供助力。

为确保生态环境综合执法行动
取得实效，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制定
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局长担任
组长。综合执法行动开始前，市生
态环境局相关职能科室根据确定的
区域、领域，提供检查重点和线索，
会同综合执法支队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拟定任务清单，力求对违法行为
精准打击。统一调度全市环境执法
力量，从各分局抽调骨干人员。综
合执法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在白天
检查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夜间突击
检查行动。

按照要求，各检查组每周必
须组织不少于 3 次的夜查行动，
突击检查企业有无不正常使用污
染治理设施、偷排偷放等严重环
境违法行为。严格落实生态环境
部 门 与 公 安 部 门 的 联 勤联动机
制，积极开展联合执法，公安机关对
移交移送的环境违法案件及时介
入，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在综合执法行动中，东营市
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牢记嘱托，扛

起责任，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
志、务实的作风和无私的精神，坚
决啃下硬骨头。全体执法人员白
天检查早出晚归，突击夜查工作到
凌晨，以“铁的信念、铁的团结、铁
的纪律、铁的作风、铁的担当”要求
自 己 ，全 身 心 地 投 入 到 执 法 行 动
中，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今年以来，东营市针对重点区
域、重点领域，开展“控污染、保民
生”、“铁拳治污行动”、“饮用水水

源 地 执 法 检 查 ”、“ 保 蓝 天 、迎 国
庆”专项执法检查等综合执法行
动，共检查企业 1329 家（次），发现

环境违法问题 1176 个，立案处罚
148起，移交公安机关两起。

任天佑鲁环

统筹调度执法力量 开展综合执法行动

东营铁腕执法助力治污攻坚

本报讯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东营市生态
环境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检视剖
析，开展专项整治，切实解决好群众的
烦心事、揪心事。

针对《问政东营》曝光的生态环境
问题，东营市生态环境局成立专项督导
组，由 5 名局领导分别带队赴节目曝光
问题现场，实地核实有关问题，开展执
法检查。目前，问题正在加快整改。

对于《行风热线》反映的异味、垃圾
倾倒、扬尘污染等问题，东营市生态环
境局均在第一时间派出执法人员现场
核查处理，并确保整改到位，提升群众
满意度。

同时，东营市出台环境违法行为举
报奖励暂行规定，对举报属实的案件分
别给予举报人 200 元至 10000 元不等的
奖励。目前，已有 3 人领取 1 万元、1 人
领取 5000 元举报奖励。 李丽

着眼群众诉求 推动整改落实

东营专项整治热点难点问题

本报讯 为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治
理攻坚方案落实落地，日前东营市生态
环境局河口区分局启动秋冬季节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检查，重拳出击，严厉打
击违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等行为。

在专项检查中，河口区分局坚持一
个问题都不放过，秉承不搞形式、不装
样子的原则，入厂检查坚持环保设施必
须实地检查。同时，河口区分局要求每

次检查行动采取“查资料+看现场”相
结合的方式，检查组成员细查手续，确
保了解企业每一道产污工序流程及特
点，做到检查全方位、无死角、无漏洞。

为加大执法力度，河口区分局自
加压力，昼夜严查、突击检查、重点排
查，保持从严从重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
高压态势，确保秋冬季攻坚确定的各项
任务扎实推进。 周虹

不搞形式、不装样子，检查全方位、无死角

河口区专项检查一丝不苟

本报讯 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东营市生态环境局
广饶县分局创新精细化管理模式，实行“台账式管理、过程
化考评”工作机制，以台账推动工作、以台账促进落实，引导
形成主动担责、积极履责、失职追责的责任制落实机制，全
力推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广饶县分局把任务分解到部门，规定完成时限，要求各
科室结合自身工作职责，明确工作措施和推进计划，形成任
务明确、职责清晰的工作台账。对列入台账的重点工作进
行量化，无法量化的要提出形象进度和时限要求。

为加强对台账的日常管理，广饶县分局每周进行“对
账”“查账”“结账”，对进展缓慢、达不到计划要求的，采取定
期通报的督促措施，确保按时间计划“交账”、不“欠账”。建
立滚动销号制度，按照管理台账逐项销号。

广饶县分局对重点工作逐项跟踪问效、定期通报，开展常
态化督查督办，建立“月统计、季通报、年终考核”的考核推进机
制。同时，启动约谈机制，对重视程度不够、措施不得力、效
果不明显的进行约谈，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王琳飞

本报讯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垦利区分局将人民群众的
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采取多种措施，着力解决片区

“异味”污染扰民问题。
垦利区胜坨镇通明苑小区北邻胜坨化工园区，异味信

访投诉问题十分突出。针对这一问题，垦利区分局聘请第
三方专家对小区周边的汇东新能源、恒阳化工等涉及废气
排放的企业进行全面会诊把脉，查找产生异味的原因，并采
取治理措施。

垦利区分局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开展污染物排放监督
性检测，督促各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高效的异味收集处
理设施，确保各污染物达标排放，减少异味扰民现象的发生。

为确保群众信访渠道畅通，垦利区分局坚持 24 小时受
理群众投诉，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积极解决难题。同时，耐
心倾听居民心声，认真接纳群众的意见建议，确保异味整治
取得实效。经过治理，通明苑小区异味信访数量明显下降，
周边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大幅提升。耿志彬

广饶县台账式管理提升能效
以台账推动工作落实，定期考核通报

把脉问诊 精准施策

垦利区啃下异味整治硬骨头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东营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严格执法监管，狠抓污染防治，
确保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围绕大气污染治理，经济技术开发
区 52 台 10 吨以下燃煤锅炉 2015 年已
全部淘汰或替代完毕，3 家电厂燃煤机
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今年关停全区
最后一台 20 吨燃煤锅炉，在全市提前
实现 35吨以下燃煤锅炉“清零”。

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断强化水污染
管控，实现排水源 头 预 防 、过 程 控 制 、
末 端 治 理 三 级 防 控 ，建成滨海临港产
业区“企业预处理—地上管廊点对点输
送—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处理—人工
湿地净化”废水四级治理防控体系。

在土壤环境治理方面，经济技术开
发区实时监管全区 62 家涉危废企业，
保证按照规范委托处置的标准，全部实
现“一企一档”。 张岩

严格执法监管 狠抓污染防治

开发区紧盯重点改善生态环境

为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大意义，山东省东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
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建民日前到广饶县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动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到实处。 东营环宣供

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推动环境问题整改，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图为风景秀丽的东营市植物园。

东营环宣供

◆本报通讯员李丽 鲁记

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