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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地各部门表示全力支持主动配合切实保障中央环保督察，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本报济南8月11日讯 中央第三环境保

护督察组进驻山东的消息，在广大党员干
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中央
环保督察必将对我们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山东创新
发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起到强有力
的指导、推动、促进作用。我省各地各部
门迅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会精神，全力支
持、主动配合、切实保障好督察组开展工
作，以这次环保督察为动力，扎实做好生
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努力让山东的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推动
山东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枣庄市委、市政府表示，要强化问题
导向，以督察为契机推动枣庄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要举一反三，把解决具
体问题和普遍性问题、解决当前问题和

长远问题结合起来。要用好督察成果，
把中央环保督察的过程作为转变发展观
念的过程。

威海市8月10日在组织收看动员会后，
立即对督察组作出的部署要求和省里布置
的重点任务进行安排。威海市委、市政府
要求全市上下充分认识中央环保督察的严
肃性，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积极配合，
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

日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区县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亲自挂帅、亲自部署、亲自参与，明确
任务，夯实责任。对督察组的交办件，按照边
督查边受理、边查处边整改的要求，做到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莱芜市委、市政府要求以更加清醒的
政治自觉、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更加有
力的措施制度、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抓

好生态环保工作。提前做好中央环保督察
组下沉督察准备工作，为督察组开展工作
提供良好条件。

聊城市委、市政府要求，认真开展自查
自纠，加强工作力度，抓紧查缺补漏，切实抓
好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自然保护区、
环境执法、环境信访、上级环保督察等“六个
一批”重点问题的整改落实。

省水利厅厅长刘中会表示，中央环保督
察组进驻对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水利工作方
针，必将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省畜牧兽医局局长唐建俊表示，省畜
牧兽医局将主动督促全省各级畜牧兽医部
门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自查自纠，查摆存在
困难和问题，不遮丑，不回避。

淄博市张店区区委书记孙来斌表示，
当地将统筹抓好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
治、“ 散乱污”企业治理、绿动力提升工
程以及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综合整治，确
保中央和省市委各项部署安排在张店不折
不扣落实。

莱州市虎头崖镇党委书记林军波表
示，要做到领导亲自带队、各部门联动、
压力层层传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广饶县委书记梁润生说，当地将紧紧
扭住上级点出的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
执法查出的问题、工作暴露的问题这“ 四
类问题”不放松，坚决彻底整改到位。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付玉婷 赵
小菊 统稿 张环泽 于向阳 杜辉升
马景阳 董卿 彭辉 高田 李明 采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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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新锐大众

空气质量监控数据

从每天一报缩短为每小时一报

“老环保”见证

环保之严
□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李润

威 海 市 环 保 局 监 控 中 心 主 任 杨 文 是 个“ 老 环
保”，从1989年参加工作起，就在空气质量监控一线
工作。“ 那时威海市区只有3个监测站，每两天去人工
更换一个采样瓶。”8月11日，杨文告诉记者，“ 如
今，全市空气自动监测站有12处，安装废气污染源在
线自动监控的企业有22家，坐在电脑前就可以看到全
市各个监测点的实时数据。”

今年以来，威海将空气质量监控的数据通报频次从
每天一次调整为每小时一次。“12个空气自动监测站，每
小时更新一次数据，一旦有哪个监测站的哪项数据没有达
到空气质量国家二级标准，系统马上自动发送短信给监测
站点所在区市的分管区长和环保局长。每10天会形成12个
监测站点全部监测数据的排名，每个月向市长以及各区市
主要负责人通报一次。”杨文介绍，“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
也是每小时更新一次数据，一旦有哪个企业哪项数据超
标，系统也是马上发短信给企业和环保监察部门。”

数据传导的是压力，尤其是纳入在线监控的企
业，一旦接收到短信，马上通过调整生产以及加强治
污设备投料等，对废气排放进行干预。“ 上一个小时
数据超标，通过调整下一个小时就合格，这样的情况
并不少见。”杨文介绍，“ 即时预警、及时处置，有
助于企业的日均排放值可以稳定达到标准，对于整个
城市的空气质量也有促进。”

数字最有说服力：2016年，威海市空气质量达到国
家二级标准，填补了我省无达标城市的空白。2017年上半
年，威海全市“ 蓝天白云”天数178天，同比增加2天，省
环保厅通报的空气质量八项指标，威海均居全省第一。

排在榜首，对威海来讲，既是荣誉又是挑战。多
年来，威海一直实施最严格的环保准入制度，形成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施治、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 作为环保工作者，为了确保环保数据的准确，有时
要爬上高高的烟囱现场取样，既危险又辛苦。”杨文说，

“ 但是，只要市民满意，看到朋友圈中对威海蓝天白云的
点赞，我们就感到极大满足。”

□ 本 报 记 者 高 田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高庆忠

“ 冬季取暖，电代煤进展怎么会不好推动？”8月11
日下午，在聊城市环保局，采访污染防治科科长刘强时，
他的电话不时响起。

“就在前天，我跟市领导去临清，见在玉米地里，有一处
蓝顶钢架结构的厂房，地上不少铁沫子。里面的设备、产品
已经清理干净了，就是厂房还没拆。市领导当即要求，凡是
拆除取缔类的‘散乱污’企业，必须在‘两断三清’（即断水、
断电、清原料、清设备、清产品）的基础上，将厂房拆除到位，
土地进行绿化覆盖，不留任何生产痕迹。凡是整改类的‘散
乱污’企业，未取得环评手续的，必须全部无条件停产，待达
到环保标准、补办环评手续后方可恢复生产。凡是环保设施
不健全的，必须立即完善治污设施，立即开工建设，形成实
物工作量。”刘强说。

在刘强看来，从去年到现在，聊城防治大气污染中突
出的变化是，由环保部门的单兵作战到各部门的“ 兵团
式”联动出击。刘强的同事柴洪峰也说，“ 以往的环保行
动中，我们单兵作战，往往感觉力不从心。我们在检查中
发现，大气污染是区域联防的事，不是一个地方关停企业
或车辆限号能彻底解决的。治理大气污染，需要区域治理
形成合力。”

对于一线环保工作人员反映的问题，聊城市积极回
应。今年3月，聊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成立5个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线，市长任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几位副市长分别担任专项工作线主任。与此
同时，还成立了大气污染治理考核督查指挥部，指挥部由
6个督查小组组成，组成人员来自公安、环保、工商、住建、
经信委等多部门。

“ 大型企业环保工作做的相对较好，符合环保标
准，像一些混凝土搅拌站、料场等都能按照环保要求进
行施工作业。但是对于那些数量大、位置偏远的‘ 散小
乱污’企业，执法人员有时难以摸清楚状况。我们联合
多部门，查看这些企业的手续是否齐全，土地、工商、
环评等各个部门都进行核实，摸清了‘ 散乱污’企业的
底数。”刘强说。

单兵作战

变为“兵团式”联动
散乱污整治无死角

到2020年，全省空气质量较2013年改善50%左右

八年蓝天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炎炎夏日，是北方难得的蓝天常驻时
节。然而对于环保人来说，夏季的蓝天并不
能让他们松口气，因为炎夏一过，很快就是
雾霾多发的秋冬季节。他们要抓紧时间，尽
可能地提前筑起秋冬“气质”的防护堤。

2013年底，山东描绘了“跨越8年的蓝天
梦想”，以2013年为基准，提出三个阶段的目
标：到2015年，全省空气质量改善20%以上；
到2017年，改善35%左右；通过持续努力，到
2020年，能够较2013年改善50%左右。

转眼到2016年底，当年全省PM2 . 5、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这4项大气主要
污染物的年均浓度，较2013年分别改善了
32 . 7%、25%、50 . 7%、20 . 8%，山东“蓝天梦”
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同时，威海市
2016年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实现我
省“气质”达标城市零的突破，成为我国华
北、华东地区为数不多的达标市之一。

今年上半年，全省“ 气质”继续保持

改善势头，PM2 . 5、PM10、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9 . 7 %、
10 . 4%、28 . 6%、2 . 6%；重污染天数平均
为11 . 7天，同比减少1 . 9天；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51 . 6%，同比增加2 . 9
个百分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和最普惠的民生福利。2014年初，山东在
全国创新性地实施“ 气质”考核、生态奖
补制度。当年第二季度，也就是第二次考
核结果发布时，有5市因“ 气质”同比恶化
向省级缴了“ 罚单”。每个季度，每个市
是奖是罚、数额多少，都是完全公开的。
年底算总账也是奖罚两条线，清清楚楚，
不做冲抵。所有省级奖补给市级的资金，
由各市统筹用于辖区内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的项目支出，省级进行监督。迄今，省级
已累计补偿各市资金80425 . 5万元，有关市
累计上缴资金3849 . 5万元。

这一制度调动了各市治理大气的积极
性，17市针对各自实际，坚持问题导向，

瞄准各自区域“ 气质”目标，因地制宜出
台了各具特色的市对县（ 市、区）的“ 气
质”奖补制度，直接推动了各地一些环保
顽疾的解决、治理短板的补足，并在这一
过程中逐渐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就在几天前，烟台市自我加压，印发
实施《2017年全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
整治攻坚方案》，提出今年市区空气质量
力争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PM2 . 5
年均值下降到35微克/立方米。8月8日上
午，济南市环保局长侯翠荣来到12345市民
服务热线接听电话时表示，今后济南将在
143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全部设置空气监测
站点，初步主要用于监测与人们工作生活
密切相关的PM10这一指标；此外，济南今
年将完成淘汰全市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
炉，有望成为全国首个全部淘汰35蒸吨及
以下燃煤锅炉的省会城市。

大气污染，根源在能源结构、产业结
构。山东人口密度高，经济总量大，但经
济结构偏重。这一省情决定了山东必须自

觉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
6月25日，随着华电国际邹县发电厂7

号机组启动，华电山东公司所有在役的43
台火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680万千瓦，全
部实现超低排放。整个超低排放改造历时
两年半，累计投资近65亿元，较国家要求
时限提前半年。

目前，全省共完成241台单机10万千瓦
及以上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合计7463 . 5
万千瓦，剩余8台机组正在进行停机改造；
791台单机1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中，已有
467台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同时，累计淘汰燃
煤小锅炉3万余台，合计4万余蒸吨；累计淘
汰黄标车116 . 5万辆，老旧车47 . 68万辆。

在治气攻坚中，山东将治水经验延伸，
坚持以环保标准引导、倒逼产业升级。2013
年，发布实施《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和火电、钢铁等5项重点行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利用8年时间，分4个时
段逐步加严。自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第
三时段排放限值。

●2013年1月起，山东创新

性提出“ 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天数，作为评价空气质量的

一项指标，方便公众更加直观地

了解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13年7月，省政府印发实施

《 山东省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

划》及其一期行动计划，明确了总体工作

思路和到2020年全省空气质量比2010年改善

50%左右的奋斗目标。

●2014年第一季度起，山东首创的“气质”

考核、生态奖补制度开始实施。截至今年上半年，

省级财政已累计发放生态补偿资金8亿多元，有关

市累计上缴3849 . 5万元。

●2015年8月，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燃煤机组

（ 锅炉）超低排放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燃煤机组

（ 锅炉）超低排放工作。

●2015年，省委组织部将PM2 . 5浓度现状及改善率纳

入年度17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体系，有效调动了各级党委

政府治理大气的积极性。

●2016年5月10日，第一次省会城市群大气污染联动执法

行动启动。

●2016年11月1日，《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开始施行，

被称为山东“ 史上最严”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

●2017年初，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首批对10个市开展了环

境保护工作督察。今后，争取每两年对17市全面进行一遍环保督察。
资料：王亚楠 于新悦

制图：于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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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奖补资金

2014年，省级财政共发放生态补偿资金
2 . 32亿元，有关市上缴生态补偿资金2374 . 5万
元

2015年，省级财政共发放生态补偿资
金1 . 32亿元，有关市上缴生态补偿资金
1971万元

2016年，省级财政共发放生态
补偿资金2 . 72亿元，有关市上缴生
态补偿资金885万元

2017上半年，省级财政共
发放生态补偿资金1 . 86亿元，
有关市上缴生态补偿资金580
万元

18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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