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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建成区公交车将全换新能源车
我省秋冬大气污染治理细则出台，济南完成3 . 3万户散煤替代

前三季度PM2 . 5、PM10
济南降幅全省最大

8日，省生态环境厅通报前三季度
全省环境质量状况。2018年1-9月，全省
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46μg/m3，
同比下降16.4%；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
均浓度为91μg/m3，同比下降11.7%；二

氧化硫(SO2)平均浓度为16μg/m3，同比

下降33 .3%；二氧化氮(NO2)平均浓度为

31μg/m3，同比下降8.8%。
重污染天数平均为6 . 2天，同比减

少5 . 6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
为5 .25，同比下降12 .4%；优良率平均为
58.6%，同比增加2.0个百分点。

PM2 . 5和PM10浓度最好的都是
威海，最差的均为聊城。17市均同比
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均为济南，分
别为22 . 6%和17 . 9%。不过，二氧化氮
浓度济南最差。 记者 段婷婷

□记者 段婷婷

今年秋冬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战怎么打？7日，省政府
印发《山东省落实〈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实施细则》，出台具体措施
以保证2018年10月至2019年3
月，7个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城市细颗粒物(PM2 . 5)平均
浓度同比下降1 . 5%至4%，其
中，济南市同比下降2%，淄博
市同比下降2 . 5%、济宁市同比
下降2 . 5%、德州市同比下降
1 . 5%、聊城市同比下降3%、滨
州市同比下降2%、菏泽市同比
下降4%；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持续下降，其中，济南和滨州持
续改善，其余5市同比减少1天。

7个传输通道市禁止新增化工园区
2018年12月底前，各市完

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加
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
改造或关闭退出，推动实施一
批水泥、玻璃、焦化、化工等重
污染企业搬迁工程。

2018年，全省钢铁产能压
减退出355万吨，其中，淄博70
万吨，临沂285万吨。7个传输通
道城市完成国家下达燃煤小火
电机组淘汰任务，其中，淄博淘
汰9台26 . 7万千瓦、济宁淘汰2
台15万千瓦、聊城淘汰1台4万
千瓦。

有序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深化有组织排放控制，

烧结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毫克/立方米，其他生
产工序分别不高于10、50、150
毫克/立方米。实施大宗物料和
产品主要通过铁路、水路、管
道、新能源汽车或达到国六排
放标准汽车等清洁方式运输。

7个传输通道城市禁止新
增化工园区。按照“一区一热
源”原则，推进淘汰园区内分散
燃煤锅炉。2018年12月底前，各
市完成陶瓷、有色金属(再生金
属)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将
错峰生产方案载入排污许可
证。

年底前淘汰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清洁取暖方面，7个传输通

道城市按照2020年采暖季前，
平原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
取暖散煤替代的任务要求，制
定三年实施方案，确定年度治
理任务。根据各市散煤治理任
务需求，合理分配下达天然气
气量，优先向7个传输通道城市
倾斜。

各市根据实际情况，合理
确定居民“煤改气”“煤改电”户
数，对以气代煤、以电代煤等方
式，在气源电源未落实情况下，
原有取暖设施不予拆除。

按照国家要求，7个传输通
道城市至少完成散煤替代45万

户，其中，济南完成3 . 3万户、
淄博完成10 . 2万户、济宁完成
8 . 73万户、德州完成5万户、聊
城完成9 . 6万户、滨州完成1 . 2
万户、菏泽完成7万户，其他城
市按照我省要求完成目标任
务。7个传输通道城市要建立散
煤治理确村确户清单。

7个传输通道城市建立燃
煤锅炉综合整治清单，2018年
12月底前，建成区基本淘汰每
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加快推进燃气锅炉低氮
改造，原则上改造后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不高于50毫克/立方
米。

济南建成区公交全部更换新能源车
按照国家要求，济南等7个

传输通道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
新的公交、环卫、邮政车辆等，
基本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
车。港口、机场、铁路货场等新
增或更换作业车辆主要采用新
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

济南市制定建成区公交车
全部更换为新能源及清洁能源
汽车的实施方案。7个传输通道
城市加快淘汰国三排放标准的

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采用稀
薄燃烧技术或“油改气”老旧燃
气车辆。

严厉查处机动车超标排放
行为。2018年12月底前，省生态
环境厅对新生产、销售的车(机)
型系族全面开展抽检。新注册登
记柴油车排放检验，要通过国家
机动车排污监控平台逐车核实
环保信息公开情况，查验污染控
制装置，开展上线排放检测。

明年起修补车漆全用低挥发性涂料
深入推进重点行业VOC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专项整
治。2018年12月底前，各市完成
重点工业行业VOCs综合整治
及提标改造。未完成治理改造
的企业，依法实施停产整治，纳
入各地冬季错峰生产方案。重
点推进石化、制药、农药、工业
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VOCs
综合治理，完成治理任务364
家，其中济南8家、济宁76家、德
州237家、聊城32家、菏泽11家。

禁止新改扩建涉高VOCs
含量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

等生产和使用的项目。自2019
年1月1日起，汽车原厂涂料、木
器涂料、工程机械涂料、工业防
腐涂料即用状态下的VOCs含
量限值分别不高于580、600、
550、550克/升。自2019年1月1
日起，汽车修补漆全部使用即
用状态下VOCs含量不高于
540克/升的涂料，其中，底色漆
和面漆不高于420克/升。

7个传输通道城市加油站、
储油库、油罐车完成油气回收治
理工作，积极推进储油库和加油
站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测设备。

差别化错峰生产 严禁“一刀切”
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联

动。各市要完成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减排措施清单编制。在
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级别中，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主
要污染物减排比例分别不低于
全社会排放总量的10%、20%和
30%，VOCs减排比例不低于
10%、15%和20%。

优先对城市建成区内的高
污染企业、使用高污染燃料的
企业等采取停产、限产措施。企
业应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

实行差别化错峰生产，严
禁采取“一刀切”方式。各市重
点对钢铁、建材、焦化、铸造、
有色、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
施采暖期错峰生产。

对各类污染物不能稳定达
标排放，未达到排污许可管理要
求，或未按期完成2018—2019年
秋冬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改造任
务的，全面错峰生产。对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
的，要提高限产比例或实施停
产。对行业污染排放绩效水平明
显好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环保
标杆企业，可不予限产。

7个传输通道城市要针对钢
铁、建材、焦化、有色、化工、矿山
等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重点用
车企业以及港口码头，制定错峰
运输方案，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中，在橙色及以上重污染天
气预警期间，原则上不允许重型
载货车进出厂区。

扬尘管理不到位 严重的列入“黑名单”
严格降尘考核，各市平均

降尘量不得高于9吨/月·平方
公里。建筑工地要做到工地周
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
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
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
输“六个百分之百”；5000平方
米及以上土石方建筑工地全
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
并与当地住房城乡建设、生态
环境部门联网。

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
扬尘治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将扬尘管理不到位的不良信息
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
情节严重的，列入建筑市场主

体“黑名单”；渣土车未做到密闭
运输的，一经查处按上限处罚，
严重的取消渣土运输资格。

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控体系
建设。各市要严格落实排气口
高度超过45米的高架源安装自
动监控设施、数据传输有效率
达到90%的监控要求，未达到的
予以停产整治。

建设机动车“天地车人”一
体化监控系统。12月底前，7个传
输通道城市完成10套左右固定
垂直式、2套左右移动式遥感监
测设备。7个传输通道城市要按
照生态环境部要求，按时更新
完成PM2.5源解析工作。

前三季度生态补偿

德州最多济南第三
8日，记者从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2018年第三季度，省级共补偿
16市(威海不参与本年度空气生态补
偿)生态补偿资金10541万元，青岛获
得生态补偿资金最多，为1308万。

前三季度，省级共补偿各市资
金39356万，德州获得生态补偿资金
最多，为3514万；其次为聊城获3318
万；济南获3121万，排第三；潍坊上缴
省级资金80万。 记者 段婷婷

前三季度处罚

环境违法案13983件
8日，记者从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2018年3季度，我省环保部门实施处
罚环境违法案件5388件，罚款3.53亿元。
其中，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6件，罚款
626万元；实施查封、扣押34件；实施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16件；移送适用行政
拘留环境违法案件187件；移送涉嫌环
境污染犯罪案件44件。

2018年1-9月，我省环保部门实
施处罚环境违法案件13983件，罚款
7 . 95亿；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
案471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
125件。 记者 段婷婷

蓝天保卫战督查

通报我省问题853个
8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通报了

2018-2019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
化督查情况。本次强化督查自2018年
6月11日开始至2019年4月28日结束。
目前，强化督查第一阶段(6月11日-8
月19日)已结束，第二阶段(8月20日-
11月11日)正在进行。

从第一阶段督查看，生态环境部
共通报“2+26”城市问题9075个，涉及
我省 7个通道城市 6 3 3个、占比为
7 . 0%，其中济南212个、德州148个、淄
博81个、济宁79个、菏泽54个、滨州32
个、聊城27个；曝光“2+26”城市典型
案件457个，涉及我省7个通道城市42
个。我省的633个问题(含典型案件42
个)已全部完成整改。

从第二阶段督查看，截至11月5
日，生态环境部共通报“2+26”城市问
题5836个，涉及我省7个通道城市220
个、占比为3 . 8%；曝光“2+26”城市典
型案件162个，涉及我省7个通道城市
2个、占比为1 . 2%。目前我省的220个
问题(含典型案件42个)中，已有215个
完成整改。 记者 段婷婷

相关新闻

我省大气污染

治理措施
目标
■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
■7个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市
■PM2 . 5平均浓度同比降1 . 5%至4% 济济南南同同比比

降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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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22
◎钢铁化工
1、7个传输通道市禁止新增化工园区。

2、今年全省钢铁产能压减退出355万吨。

3、加快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

◎清洁取暖
1、济南完成3 . 3万户散煤替代。

2、年底前基本淘汰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3、天然气优先向7个传输通道市倾斜。

◎车辆排放
1、新增公交、环卫、邮政车等，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2、严查超标排放，12月底前，对新生产、销售的车(机)

型全面抽检。

◎有机物治理
1、明年起修补车漆全用低VOCs含量涂料。

2、储油库和加油站安油气回收自动监测设备。

◎应急预案
1、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

2、对钢铁、建材、化工等高排放行业，采暖期错峰生产。

◎降尘考核
1、扬尘治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2、扬尘管理不到位情节严重的，列入建筑市场黑名单。

3、渣土车未密闭运输，按上限处罚，严重的取消资格。

4、按时更新完成PM2 . 5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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