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谷长乐）记
者从昨天下午召开的郑州市
2019年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第13次调度会上了解到，为持
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
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推
进郑州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结合目前我市空气质量形
势，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办明确了郑州全市渣土车运输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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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欢迎市民举报渣土车带泥上路、沿途抛撒等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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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渣土车采取分区域按时段运
输：城区三环外施工工地渣土车运输时
间为每日9时至20时；三环内(含三环)施
工工地渣土车运输时间为每日 22时至
次日 5时。另外，郑州市城管局要第一

时间按本通知要求将渣土车运输时间通
知到渣土清运公司及渣土车司机；市公
安、城管等部门要开展联合执法，严查渣
土车违规上路，确保渣土车按规定时段
行驶。

文化路与三全路交叉口西南角的丰
庆路街道办张家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工
地，存在大面积黄土、建筑垃圾裸露，面
积在 5000平方米以上；4台钩机土方作
业，仅开启 2台雾炮，且未达作业面；内
部道路积尘较厚，未及时喷洒，渣土车一

过，尘土飞扬。
督查组根据以上问题，给工地和丰

庆路街道办下达了问题交办通知单，要
求依法处理。据了解，对丰庆路街道办
事处这名工作人员爆粗口的问题，金水
区正在调查处理。

渣土车啥时间能上路跑，时间确定
三环内：22时至次日5时 三环外：9时至20时

昨日的调度会还通报了 4月空气质
量情况、大气环境信用评价及联合惩戒
情况和渣土车联合执法情况，分析当前
全市大气污染面临形势。

4月郑州市PM10整体下降 30%，早
晚削峰明显，但夜间仍需要强化管理，渣
土车冲洗、车辆遗撒以及道路保洁是下

一步的重中之重。此外，4月空气质量排
名第一的郑东新区、中牟县在会上作典
型发言；4月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的高
新区、航空港区在会上作表态发言。

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5月各单位、县（市、区）要抓住
有利气象条件，采取有力措施，按时完成

目标任务；要精准施治、抓好落实，在
PM2.5、PM10方面加强工地管控，同时强
化渣土车管理；相关单位、车辆必须严格
按照规定时间运输，道路清扫保洁方面
要减少二次污染；各有关单位、县（市、
区）要不遗余力落实攻坚中的各项措施，
切实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4月高新区、航空港区空气质量差

渣土车采取分区域按时段运输

■曝光台

辖区工地黄土裸露、积尘严重、未湿法作业、围挡缺失……

面对联合执法督查组 丰庆路街道办一工作人员爆粗口

本报讯（记者 董占卿 文/图）
5月10日，记者跟随郑州市环境
攻坚办联合执法督查组对金水
区丰庆路街道办辖区的工地、道
路进行督查，查出黄土大面积裸
露、积尘几厘米厚、未湿法作
业、围挡缺失等问题。面对检查
人员，丰庆路街道一工作人员爆
了粗口。

当日上午，在丰庆路街道办辖区的新
龙路以南、索凌路以东的名门熙昕苑一标
段，工地西边约有50米长的围挡缺失，几
百平方米的建筑垃圾将工地与索凌路连
成一片。车辆出入使索凌路上留着大量
建筑垃圾和尘土，车辆一过，尘土飞扬。

从索凌路进入工地，到处都是建筑
垃圾堆和物料，均没有覆盖，还有泥泞的
水坑。往里走，到处都有黄土裸露，尤其
是施工道路，因为没有硬化，积尘几厘米
厚。一阵风刮过，整个工地都弥漫在扬
尘中。目测工地黄土裸露的面积约一万

平方米。
在工地现场，有 2台钩机正在土方

作业，未采取湿法作业。在工地出入口，
混凝土罐车没有经过冲洗设施清理掉泥
土就开出了工地大门。在工地门口柱子
的明显位置上，挂着一个写有“郑州市建
设工程扬尘治理‘达标工地’”的牌子，落
款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

联合执法督查组给丰庆路街道办、
河南圣鸿置业有限公司（甲方）、浙江新
绿洲景观公司（乙方）下达了问题交办通
知单，并要求顶格处罚。

丰庆路街道辖区冠军路与金牌路交
叉口东北角，有一台钩机正在土方作业，
未采取湿法作业。

从能打开的简易大门口，穿过金牌
路，往冠军路上延伸了两条约50米长钩机
履带留下的泥土带。在这个工地围挡周
围，没有发现扬尘污染“三员”现场管理
牌、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标志牌等指示牌。

当联合执法督查组询问这是什么工
地时，丰庆路街道办主管大气污染防治

的谢姓负责人说，这里在建公厕。
记者：哪里标明是公厕工地？
谢某（大声说）：你这人咋回事儿，不

相信我说的话。
此时，一名穿黑色衣服的男子冲到

联合执法督查组乘坐的面包车后边，迅
速拉开后备厢的门，爆了句粗口。联合
执法督查组从丰庆路街道办事处询问谢
某得知，黑衣男子是丰庆路街道办事处
一名工作人员。

索凌路名门熙昕苑一标段“达标工地”问题多多

丰庆路街道一工作人员爆粗口

张家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问题不少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实习生 许
子初 通讯员 郭建岭）为有效遏制渣
土车、水泥罐车遗撒垃圾、私拉乱跑、
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等违法行为，5月10
日晚，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建设路公
安分局局长何汝伟带领建设路、桐柏
路分局民警联合交警二大队对违法闯
禁行、逆行、上高架桥行驶、泄露遗撒

的渣土车、水泥罐车进行第二次集中
查处。当晚共查处违法水泥罐车3辆、
渣土车 7辆车。涉事的 10名驾驶员由
治安大队一律依法行政拘留。

自全市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活动开
展以来，建设路、桐柏路两个分局联合
交警二大队共查处交通违法车辆21辆，
对21名涉事司机依法进行行政拘留。

警方联手出重拳严查渣土车
一晚查罐车3辆、渣土车7辆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实习生 许子
初 通讯员 秦丹）为有效遏制渣土车、水泥
罐车抛撒遗漏垃圾、私拉乱跑、违反交通信
号通行等违法行为，5月10日晚，郑州市公
安局统一部署，针对渣土车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集中查处。

5月10日22时，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马义中带领多部门负责人在郑东新区统一
部署，集中行动查处渣土车交通违法。

此次集中行动，将金水东路（金水立交
桥至 107辅道）、中州大道（北四环至南四
环）、三环快速路（东三环、北三环）作为重
点整治道路，将龙湖、龙子湖区域作为重点
整治区域，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查处驾驶
报废或拼装车辆、无证驾驶、没有或污损遮
挡机动车号牌、闯红灯、闯禁行、逆向行驶
以及渣土车、水泥罐车运输过程中不密封、
不包扎、不覆盖，造成泄露、遗撒、闯入严管
示范路，或者以破坏、控制等手段通过限高
路段等交通违法行为；对渣土车、水泥罐车
所属公司和使用工地开出大罚单。

■警方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实习生 许子
初 通讯员 赵小龙）为进一步加强郑东新
区道路管理秩序，依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严
管示范路秩序管理的通告》，交警六大队日
前启动对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违规集中查
处行动。

行动战果如下：
约谈 11家企业法人，依据有关规定罚

款10万3家。5月10日联合郑东分局龙湖
派出所分别对河南迪安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郑州润原土石方清运公司、郑州豪鹏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5月3日、5月4日闯入严管
示范路和遗撒车载物的驾驶员处以行政
拘留 10日，罚款 500元的治安处罚。为消
除渣土运输企业安全隐患，强化企业履行
主体监管责任，交警六大队于 5月 10日将
上述企业的法人传唤至大队，将上述企业
存在的治安隐患线索移交郑东分局龙湖派
出所，并依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保卫条例》
对企业处以 10万元罚款，对企业责任人处
以3000元罚款。

另外，这 11家企业 106名违法驾驶员
接受交通违法处罚。

闯禁行上严管示范路
和遗撒车载物
3家企业各罚1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汪永森 通讯员 韩
黎剑 徐振珂）5月10日晚，郑州交警三
大队组织警力在辖区内严管示范路进
行全面巡逻纠违，查处 73起重点车辆
违法行为，治安拘留 22名闯严管示范
路渣土车驾驶员。

据了解，10日当天，三大队持续投
入大量警力开展各类交通违法专项治
理行动，重点打击渣土车、涉牌涉证、
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22时
10分，郑州交警三大队民警在南三环

和紫荆山路交叉口巡逻纠章的过程
中，查获两辆闯禁行进入严管示范路
的渣土车。豫A7861A驾驶员付某某、
豫A1535C驾驶员李某某 22时 20分被
移交给郑州市公安局十八里河分局治
安大队服务管理三中队进一步处理。

该大队民警当晚开展的“严管示范
路集中统一行动”中共查处重点车辆违
法行为73起，其中治理重点车辆方面，
查处“七类车”41辆，暂扣 6辆；渣土车
26辆，因闯严管示范路治安拘留22人。

渣土车闯禁行上严管示范路
22名驾驶员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实习
生 许子初 通讯员 刘国保）5月10
日晚，长兴路分局联合交警五大队
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重点查处
渣土车、水泥罐车等重型货车闯红
灯、闯禁行、上高架桥等交通违法
行为。

10 日 22 时 30 分，在中州大
道与迎宾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
被交警拦下。中州大道全段属
严管示范路，全天 24小时禁止渣
土车等重型货车通行。随后，该
驾驶人杜某被移交给郑州市公
安局长兴路分局新城治安中队，
并被处以行政拘留 5天的处罚。

当晚的查处行动中，长兴路
分局联合交警部门共检查各类重
型货车 100余辆，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29起，批评教育 32人。
移交至长兴路分局治安中队的 8
名重型货车驾驶人分别被行政拘
留 5天。

中州大道全段全天
禁渣土车通行
8名违法驾驶人被拘留

4月29日，郑州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严管示范路秩序管理的通告》，其中重点对9条主干路和5条城市快速路等严管示范
路上渣土车等重型货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综合整治，即对渣土车、水泥罐车运输过程中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露、遗撒的；
闯入严管示范路的；冲闯限高杆，或者以破坏、控制等手段通过限高路段的；郑州市人民政府启动重污染天气的预警后，渣土车、水
泥罐车仍上路行驶的，由属地公安分局依据法律、法规和规定，从严处罚。但通告发布之后，仍有一些车辆驾驶人和运输公司受经
济利益驱动，违法行驶，危及群众安全。

重拳出击 铁腕治理

郑州警方集中行动 夜查渣土车违法行为

■再次强调 闯禁行进入严管示范路 从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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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熙昕苑一标段

张家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夜查南三环渣土车闯禁行 记者 张玉东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