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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航监测、用电监控、在线监管、
无人机飞检”，多种非现场执法方式的
综合运用，让执法手段更加丰富；“远程
监管、全时监管、智慧监管、靶向监管”，
环境监管的全方位无死角，让环境违法
无处可藏。

今年以来，潍坊市通过这些手段，
精准锁定违法行为，提升发现问题能
力，打消企业侥幸心理，规范企业排污
行为。

为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管，完善执法
机制，潍坊市在全域实施“全员执法”，
将执法帮扶融入生态环境工作全领域、
全过程。组建夜查工作组和督导组，将
问题督导与执法监管紧密衔接。引入

“外脑”，聘请专家对重点行业、重点单
位开展专项帮扶检查。建立问题交办
督办落实工作机制，及时移交企业违法

线索，确保违法行为快速立案、查处到
位、整改到位。

潍坊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
队党支部书记王宏对记者说：“在执法
过程中上，我们坚决反对‘以罚代管’，
坚持执法与帮扶并重，积极开展‘送法
入企’活动，推动说理式执法，让企业

‘认错、认罚、知法、守法’，及时改正违
法行为，不断提高治污水平。”

为更好服务企业发展，潍坊市生态
环境局专门成立由局党组书记、局长任
组长，局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总工、
各科室、单位、各分局主要负责同志为
成员的服务企业发展领导小组，设立局
服务企业发展专班，确定 16 名服务企
业专员，积极对接企业项目、现场解答
环保政策、帮扶解决环境问题。

目前，已建立“线上+线下”常态化

问题联络机制，对问题诉求，建立工作
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对服务专员或企
业反映上来的问题，及时梳理，“一把
手”亲自推动解决。对问题诉求不能
解决的，上党组会议研究推进措施。

“对企业在环保治理方面存在的
困难，我们及时予以帮扶指导，但对
违法项目、违法排污、群众反映强烈、
情节恶劣的违法行为，我们也绝不
手软，坚决依法严厉打击。”王宏对
记者说。

为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人 民 战
争”，潍坊市制定印发了《潍坊
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实施细则》，进一步提高群
众举报企业违法行为的积
极性，营造全民参与环
保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要抓好固废危废
规范化管理，对每家企业产生
多少危废、暂存多少危废、运走
多少危废、处理多少危废，都要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潍
坊市委书记田庆盈对全市危险
废物拉网式起底式排查整治的
明确要求。

为深入推进危险废物排查
整治，潍坊市今年先后召开危
险废物整治攻坚誓师大会、
现场推进会等 10 余次会议，
广 泛 动 员 、细 致 部 署。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带
队检查，深入一线，直击问
题现场。印发危险废物

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成 立 工 作 专 班 ，压

实各方责任。
为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和 质

量，潍坊市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专
家全程参与排查，开展地毯式摸
排检查。开发了“鸢都环境”微
信小程序，排查时将企业或重点
场所信息即时输入，方便大家实
时掌握排查企业的问题整改情
况。加快建设危险废物全生命周
期智慧监管平台，目前已在寿光
试点完成系统开发及平台搭建，
通过全程实时视频、GPS 定位等
智能化手段，实施全链条管控。

对涉危险废物违法行为，潍
坊市坚持严管重罚、“零容忍”。
行动以来，对县市区执法情况进
行每周调度通报，倒逼企业守法
经营。对工作开展不力，问题整
改不到位的镇（街、园区）进行黄
牌警示，要求其举一反三，严格
按照专项行动要求进行全面整
改，否则将对所在县市区进行黄
牌警示。 朱婕 鲁记

本报讯 今年以来，潍坊市
紧紧扭住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这
个核心，聚焦重点领域污染源治
理，持续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取得明显成效。

潍坊市借势生态环保督察，
高位推动、一线督导。市委、市
政 府 先 后 13 次 召 开 会 议 专 题
部署推进。书记、市长每次调
研 必 查 环 保 ，各 级 各 部门“一
把手”深入一线、带头推进。成
立交通扬尘治理、洒水保洁、工
业排污治理等 7 个专项工作组，
实行专班实体化办公，成立 8 个
督导组日督夜查，推动问题整改
落实。

依托“一市一策”跟踪研究
团队、激光雷达监测运营团队，
运用最新尖端科技，引领精准治
污。投资 770 万元，先后建成投
运大气超级站、交通站，与臭氧
激光雷达、VOCs 组分站组成挥
发性有机物和臭氧污染分析系
统，为精准分析污染成因提供数

据支撑。利用 3682 家企业用电
监控系统，实时在线报警，对涉
嫌治污设施停运以及未按要求
落实生产调控措施的企业进行
精准筛查检查。

对涉气环境违法行为，潍坊
市坚持严管重罚。坚持正向激
励与反向约束并重，综合运用约
谈、警示、奖励等机制，对大气污
染问题严重、屡查屡犯的，挂牌
督办，对空气质量持续靠后的县

（市、区）、镇街政府进行约谈，全
面调动各级合力推进生态环保
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推动问
题从根源彻底解决。

今年上半年，潍坊市环境空
气主要污染物 PM2.5、PM10、CO、
O3 分别同比改善 17.3%、8.9%、
12.5%、7.6%，其中，PM2.5 改善率
列全省第一。尤其是 6 月，潍坊
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
全国第 87、全省第四；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PM2.5、臭氧改善
率均列全省第一位。 吴占宁

本报讯 为巩固提升辖区水
环境质量，潍坊市从提升污水处
理能力、河流精细化管理水平等
方面着手，坚持长效和应急相结
合，建立完善智慧监管体系，全
面开展“清河”行动，确保水环境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 今 年 1 月 -6
月，全市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
达 71.4%，比去年同期提升 42.9
个百分点。

针对辖区气候干旱，河流客
水补给不足，流水多为污水处理
厂出水的实际情况，潍坊市通过
工艺改造和奖补并举模式，投资
20 多亿元，对全市 70 座城镇污
水处理厂实施提标改造工程，出
水提升至地表水“准Ⅳ类”标准，
解决了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与
地表水质量标准的差距问题。

吸取 2020 年汛期雨水流入
支流后，入干流引起水质反弹的
教训，潍坊市今年扩大了“十四
五”河流管控范围，将 30 个市控
以上断面增加到 70 个，以强有

力水质管控，推动责任县（市、
区）履职尽责。全面开展清河行
动，对全市河流及与河流联通的
沟渠开展“大体检”“大治疗”，重
点对河道及周边入河排污口、积
存 不 达 标 水 体 等 排 查 并 有 效
整治。

潍坊市以“雨污分流、各行
其道、污水处理、雨水利用”为目
标，对中心城区范围内雨污合流
及混接的排水设施，分年度、分
片区、分批次实施雨污分流改
造，逐步解决雨季雨污混合水溢
流污染问题。

潍坊市在市控以上河流断
面、地表水水源地、重点入河排
污口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对水体
污染较重的重点企业，开展对初
期雨水的智能监控安装工作，进
一步规范初期雨水收集、处置和
外排，防止混排水超标排放，初步
建立起“点—口—断面”之间的水
质响应关系，实现对重点河流断
面水质的 24小时监管。张艳芹

面对当前生态环境领域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敢于抓大
放小，敢于向重大问题“亮剑”、向历史
遗留问题“开刀”，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
实到位。

潍坊市制定了《潍坊市生态环境领
域重点问题“三清”行动方案》，坚持市、
县、镇三级联动，对上级历次督察反馈
问题和交办信访件、已整改销号问题、
日常督导检查新发现问题进行彻底清
查。建立问题整改总台账，逐级压实责
任，全面清理整治，严格销号管理。

马焕军介绍，为加快问题整改进程，
全市把基层一线作为抓整改、促提升的主
战场，市生态环境局抽调 40余人，成立 8
个督导组，对各县市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情况开展全方位督导检查。

各督导组明察暗访相结合、日督夜

查连轴转，全员下沉一线，5 月以来，共
检查现场 2044 个，夜查现场 297个。

“如今，局里已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
厚氛围，大家比的是督导力度，比的是工
作效率，比的是整改数量和质量。在这种
干劲带动下，各县市区、镇街、企业也全力
支持，认真落实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主体责
任，各项工作顺利推进。”马焕军说。

为进一步传导压力、激发动力，潍
坊市又制定了《潍坊市生态环境领域重
点问题整改黄牌警示管理实施细则》，
对问题整改不到位、验收不合格的单位
进行黄牌警示，并在全市范围进行通
报。黄牌警示期间，与干部提拔、职级
晋升、评先树优挂钩，从而激发各部门
单位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的动能。

潍坊市还修订了《潍坊市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试行）》，

奖励由原来的 3 个档次，增加到 9 个档
次；奖金由原来的 500 元-2000 元，调整
为 100元-200000 元。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建文
说：“通过优化奖励认定方式，以市级处
理处罚情况进行认定，举报的环境违法
行为，情节越严重，处罚越严厉，得到的
奖励就越多。”

记者注意到，潍坊市新修订的有奖
举报办法，增加了环境违法行为悬赏相
关条款，规定在生态环境部门案件查处
过程中，举报人提供有价值证据线索
的，最高可奖励 20万元。

目前，潍坊市已专门开通生态环境
问题“三清”行动信访举报热线，通过电
话、信件、邮件等方式向群众收集线索，
发现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
劣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两个月检查企业 435 家，反馈问
题 1097 条，罚款 3063 万元”，这是今年
潍坊市市级挥发性有机物强化监督交
出的成绩单。

李建文向记者介绍：“4月中旬以来，
我们采取‘专家+执法+监测’三向发力模
式，开展两轮大规模强化监督帮扶，有力
推进全市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步伐。截至目前，已完成治理工程项
目 214个，完成投资 2.9亿元。”

为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潍坊市
统筹推进工业、燃煤、机动车、扬尘四大
污染源整治，多途径减污降碳。实施
108 项工业提标改造项目，推动 58 台燃
煤锅炉淘汰，全面推进清洁取暖改造，
大力淘汰老旧车辆，持续抓好扬尘综合
整治。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生态环境
科科长吴占宁介绍：“我们制定实施了
大气污染交办问题惩戒机制和大气环
境考核管理办法，推动问题从根源彻底
解决。开展专家帮扶检查行动，组织专
家、执法、监测力量组建专门检查组，对
重点企业开展执法帮扶。”

“走航监测—锁定目标—督办整改

—入厂检查—再次走航”，这是潍坊市
走航监测发现问题“闭环整改”的标准
模式。4 月以来，潍坊实施大范围、大纵
深、24 小时走航监测，VOCs 和异味协
同监测，对问题突出、屡查屡犯的企业
重点走航，共发现问题企业 248 家，处
罚 42家，处罚金额 1300 余万元。

针对辖区流域特点，潍坊市以问题
为导向、以水质提升为目标，从溢流污
水应急长效相结合、清河行动、汛期减
排、雨水智能监管、污水调配等方面全
面发力，保障汛期水质不反弹。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
科长于宝生告诉记者：“我们坚持‘一河
一策’，对每条河流 21 项指标开展分析
研判，筛选出影响河流指数的主要因
子，结合河流状况，从点源管控、截污治
污、引水导流、生态补水、应急处置等方
面重点施策，实现水质提升。”

目前，潍坊市已制定北胶莱河水质
提升工作方案，纳入全市生态环境重点
工作任务。将河流水质不达标、汛期水
质保障等纳入全市重点督导内容，对出
现劣Ⅴ类水体的，约谈县市区相关负责
人，倒逼责任落实。

围绕海洋污染防治，潍坊市梳理各
级生态环保督察反馈涉海问题 40 项、
重点入海排污口 785 处，向沿海三市区
总湾长、市湾长制办公室各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现场交办涉海污染整治任务
清 单 ，共 交 办 涉 海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825
项。在此基础上，梳篦式排查新问题
218 项，全面进行清单式治理，一地一
册、一部门单位一册。目前，全市已完
成整改问题 1038 项，完成率 99.5%。

今年以来，潍坊市还开展了“净滩
2021”专项行动，利用无人机对海岸带
区域进行航测，重点排查海洋垃圾污
染、污水直排入海等问题。目前已完成
第一阶段无人机巡查，实际航测面积
300 平 方 公 里 ，排 查 沿 海 垃 圾 点 位
197处。

潍坊市把土壤污染防治列入市政
府对各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明确重点责任部门工作任务，初步构建
了责任明晰、行之有效的土壤环境管理
体系。按照目标责任书要求，扎实推进
土壤污染防治，全力确保污染地块安全
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达到 91%以上。

聚焦重点领域污染源治理

潍坊坚持精准治污提气质

开展清河行动改善流域环境
对河流沟渠进行“大体检”“大治疗”

地毯式摸排对涉危废违法行为“零容忍”

深入推进危险废物排查整治

开局即决开局即决战战 起步就冲刺起步就冲刺
山东潍坊响鼓重槌全力推进治污攻坚山东潍坊响鼓重槌全力推进治污攻坚

动真碰硬，一线推动问题整改

靶向施策，治污攻坚持续发力

执法帮扶，提升企业治污水平

子夜时分，山东省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马焕军亲自带队，

马不停蹄奔赴企业厂区，严查偷排偷

放、异味扰民等环境违法问题，一晚上

跑了 300 多公里；“五一”期间，全局抽

调精干力量，每组由 1 名副县级干部

带队，兵分十路密集夜查，第一时间发

现问题 61个，及时反馈当地查处。

“假期不打烊，白黑连轴转”，这是

潍坊市生态环保人的日常写照，而“直

扑一线，直达现场，直抓要害”，则是他

们奋力攻坚的行动准则。

启航新时代，扬帆新征程。今年

以来，潍坊市生态环境系统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定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以党建为统领，以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开局即

决战、起步就冲刺”的奋战姿态，抢先

抓早、先谋快动，响鼓重槌、真抓实干，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升

现代化高品质城市建设成效。

◆周雁凌 董若义孙康元

潍坊市委书记田庆盈（前左三）赶赴高密市北胶莱河潍石桥断
面、北胶新河湿地、污水处理厂等水环境提升工程现场，看进度、查问
题、促整改，督促各方立下军令状、严格抓落实、务求得实效，以严作
风促整改，以好效果赢民心。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马焕军
（前右一）在全市危险废物整治攻坚现场推进会
议期间，了解企业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潍坊市生态环境监测人员采样监测。

潍坊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午夜出击，严查
企业治污设施运行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