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着力解
决影响大气质量的渣土车运
输、建筑工地扬尘、餐饮业油
烟、露天烧烤、燃煤炉灶和垃圾
焚烧等突出问题，促进全区大
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工地扬尘治理中，区城
市管理指挥中心充分发挥数字
化、信息化、网络化等新技术手
段, 成立大气污染信息采集队
伍，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通过数
字化平台派遣至各镇(办)责任
单位,问题处置率为100%。

在强化渣土车治理工作中,
全体工作人员24小时待命。截
至目前，共排查夜间渣土车辆

200余台次，处罚违规渣土车车
辆 5台，处罚违规拉沙车 7台，
拦截劝返外区渣土车车辆 100
余台次，拉沙车 100 台次。在
露天烧烤及油烟治理工作中,
出动执法车辆 10000 余台次、
执法人员 5000余人次，建成区
内 687家餐饮服务场所全部安
装油烟净化设备。

整治中，共清理占道经营
234处，暂扣占道经营车辆30余
台，清理突出店外经营96处，露
天烧烤摊位124个,暂扣桌椅40
余个，清理违规小广告 70 余
处，条幅 24条，没收、销毁烧烤
炉56 个,销毁燃煤炉灶2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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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高要求、高姿态，将每项任务细化到天

凝聚惠济力量 打好“蓝天碧水绿地”攻坚战

8 月 18 日开始，为
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
面落实到位，区委区政府
将工作阵地挪至花园口
镇，以北四环沿线两侧整
治为工作一线，精简会议
形式、坚持问题导向、严
格把控标准，站在为惠济
发展提升品质、拓展空
间、优化环境的高度，凝
聚全惠济的力量，为群众
打造一片蓝天碧水地绿。

670 条 横 幅 、
12000 张宣传页、600
张 海报、60 个版面、
2000个帽子、2000个
袖箍、8辆宣传车，以铺
天盖地之势，将大气污染
防治意识深入人心，将全
区群众的环保主动性全
面调动；同时坚持对企
业、单位、商户逐户走访、
逐家讲解，“动之以责、晓
之以规”，使每个企业、单
位、商户在社会责任和法
律法规两个层面上深刻
把握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内涵，在思想上和行动上
充分配合集中整治。

对整个北四环沿线
存在污染的全部取缔，对
违法建设、违法经营、违
法占地、违法生产四类行
为全部取缔，对无手续或
手续不全的全部取缔。
先后集中整治问题753
处，拆除违法建设37.5
万 平方米，腾空场地
153.3万平方米，防尘覆
盖149.3万平方米，复耕
绿化土地23万平方米，
使得原本问题突出的北
四环沿线及东部片区环
境大为改善，初步达到了
“绿、亮、美”的整治效果。

活动到此不是终点，
前期工作中形成的工作
力度、工作标准将持续
体现在全区的大气污染
防治和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长效机制当中，惠济
区坚决不再成为任何污
染企业承接地。同时，
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的契
机，后期整治维护标准
进一步提升，将大气污
染防治整体效果提档升
级，真正为惠济发展提供
一片蓝天碧水绿地。
记者 刘怡辰

整治现场

为了进一步加大辖区扬尘
污染集中整治工作力度，防止
大气污染，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全面做好辖区环境空气
质量整治工作，促进大气污染
防治各项措施落实到实处，老
鸦陈街道继续加大资金投入，
在会议室安装电子屏多媒体，
以“谁主管谁负责，谁所有谁管
理，谁施工谁防治”为原则，在
电子屏上展示街道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委员会专门绘制了《大

气污染防治包村科级干部及责
任人区域图》《各村保洁区域
图》《各村网格长分包区域图》

《洒水车作业区域图》《路段分
包人员一览表》《生产企业分包
台账》等，主体岗位明确，人员
分工明晰，不留死角，没有空
白，为方便一线工作者一目了
然了解目前工作进展与情况。
确保大气污染治理队伍责任到
位，高效务实开展工作。
通讯员 张梦洁

自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
展以来，迎宾路街道上下一
心、全员上阵、从严从实、真抓
实干，严格遵循市、区大气污
染防治要求，积极推进大气污
染治理长效化发展。

明确责任，完善机制 成
立由街道党工委书记领导的
大气污染防治小组，按照领
导包村、分工负责。每天开
展专项督导，检查建筑和生
活垃圾清运、降尘抑尘、黄土
裸露覆盖等情况，每日下班
前将督察的情况以日报的形
式进行汇总上报，确保每件
事情落实到位，取得成效。

重拳出击，严厉打击 迎
宾路街道主抓燃煤污染，联
合区执法中队对辖区所有门
店实行全面无缝排查，以零
容忍态度依法坚决取缔违规
露天烧烤；加强对烧烤店油
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的监
管，坚决取缔小燃煤炉具。同
时严格把控大气污染源头，
提高清扫水平和洒水次数抑

制道路扬尘；严格按照六个
百分百标准整治工地扬尘，
不合格工地一律停工整改；
采取覆盖、硬化、洒水、绿化
等措施全面消除黄土裸露；
安排人员不断巡查垃圾积
存，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对发
现的乱倒垃圾人员严格按照
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对辖区
不符合喷漆条件的钣金喷漆
店一律关停。

创新思路，坚持长效 建
立大气污染防治体系，建设
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平台，提
高治理标准和监管能力，提
高了大气污染治理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实施网格化管理
机制，由大气污染防治小组
组长负责街道一级网格管理
中心，处理各项疑难问题；各
司其职，消除盲点，无缝对
接，网格覆盖，上下联动。

该 街 道 共 排 查 出 问 题
102项，并以通知书的形式通
知负责人，按规定限期整改。
通讯员 张格格

老鸦陈街道
加大投资坚持不懈做好大气污染防治

区执法局
运用新技术手段落实大气污染工作要求

经验做法

新城街道强化责任，完善
机制，严防死守，形成大气污染
防治长效机制，扎实推进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安
排 新城街道召开专题会议，全
体机关干部认真学习了“冬防”
工作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制
订工作方案及推动计划，明确
责任部门，确保人员分工到位，
工作落到实处。

控制燃煤污染 冬季是燃
煤污染的高发期，通过张贴给
居民群众的一封倡议信及干部
上门讲解宣传为主要措施。组
织开展取暖期燃煤锅炉专项督
查，实施 24小时不间断检查及
密集人工督查。

突出重点，大力整治工地

扬尘 要求辖区所有工地严格
将“七个百分百”切实落实到
位。履行属地管理职责。会同
相关职能部门，督促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履行大气污染防治的
主体责任，加大治理力度。

做好道路扬尘治理 加大
对辖区主、次干道的清扫保洁
力度。特别是对建筑工地周边
污染大，并扩大机械化洗扫面
积，增加洒水吸尘频次，每天洒
水不少于 5 次，使辖区大街小
巷干净整洁、扬尘难觅踪影。

形成大气污染防治长效工
作机制 对前期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进行总结，对成功的做法
加以固化，对存在的问题加以
整改，逐步建立常态化的工作
机制。通讯员 李昊

刘寨街道
“四到位”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市大气污染集中治理
工作开展以来，刘寨街道办
事处紧紧围绕目标任务，突
出工作重点，全力打好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

落实责任到位，分工协作
辖区5个社区、4各村、7个工
地由班子成员进行分包，每
个班子成员带领分管科室、
分 包 村 、社 区 人 员 具 体 负
责，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形成了“横向延伸、
纵向深化”的大气污染防治
立体网络管理体系，使扬尘
治理工作管理“零死角”。

防治措施到位，大力整改
加强对开挖在建工地实施围
挡封闭、黄土裸露覆盖，拆迁
工地严格实行湿法作业，对
不按扬尘治理标准和要求运
输的运渣车，一律不准放行，
遏制“扬尘”源头。每天早、
中、晚，在居民庭院进行黄标
车拉网式排查和环境卫生督
查。对露天烧烤点、饭店油

烟排放等问题进行整治。
宣传动员到位，共同防治

办事处全体人员走向街头，
逐门逐户向沿街公共单位、
商户、居民群众宣讲当前大
气污染的严峻形势，先后发
放宣传资料 5000余份，悬挂
宣传条幅 80余条，制作宣传
版面50余块。动员大家形成

“人人重视、全民参与、群防
群治”的良好舆论氛围。

完善制度到位，加强督查
建立日巡查日督查制度，将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入“网
格化”管理机制，坚持日例
会、日巡查、日督导、日总
结、日上报“五日”管理制
度 ，在 工 地 安 排 专 人 实 行
24 小时巡守。同时对工地
扬 尘 治 理 工 作 人 员 、露 天
烧烤占道经营督查队及各
网格员的工作情况和工作
纪 律 进 行 督 查 ，确 保 工 作
制度落到实处。
通讯员 苗欣欣

新城街道
全力做好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迎宾路街道
全面推动大气污染长效化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