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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违法焚烧秸秆现象仍然屡禁不止，10月黑龙江、吉林、河南、辽宁、内蒙古、山西等 6省（区）火点数最多

秋冬季节面源污染有点重
本报记者 鲍晓倩

深圳盐田将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本版编辑 来 洁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盐田区于近日开
始全面开展垃圾减量分类工作，力争在今年年底实现垃
圾减量分类工作全覆盖。

据盐田区城管局局长郑雷介绍，盐田区于 2012年正
式启动垃圾减量分类试点创建工作，并采取“高温生物降
解和油水分离”技术，将餐厨垃圾降解减量后制成生物质
燃烧棒和生物柴油，从源头上杜绝“潲水猪”、“地沟油”，
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2013 年首次实现生活垃
圾焚烧“零增量”。

目前，盐田区已建成 9 座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站，全
区开展各类型垃圾减量分类示范小区（单位）共 183 个，
开展率达 53.35%；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合同 610 家，签订
率达 99.5%；日处理餐厨垃圾固形物约 60 吨、油污水约
55 吨，累计处理餐厨垃圾 3 万多吨，生产生物质燃烧棒
3200多吨，提取废弃油脂 1200多吨。

据悉，盐田区还积极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并制定示范
小区运营经费补贴标准，原则上对通过创建申请的小区
按每 1000 户 18 万元的标准，对现有示范小区按每 1000
户 10 万元的标准，每增减 100 户相应调整 6%至 8%，由
政府给予经费补贴，主要用于宣传、培训、志愿者补助、小
区居民奖励和管理费用以及设施更新维护等开支。

郑雷表示，盐田区下一阶段将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
点，完善废旧织物、有害垃圾、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圾、
低价值可回收物等分类收集网点，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
引进有资质的专业公司，实行分类收运。

现场①现场①

11 月 15 日，环境保护部正式公布了
今年 10 月份全国秸秆禁烧工作情况。
10 月份，据卫星遥感监测数据统计结果
和各地报告的现场巡查检查结果，在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
7 省（市）未发现秸秆焚烧火点，在其他
23 省（区、市）共监测到秸秆焚烧火点
2168 个（剔出卫星误判火点，不含云覆
盖下火点），较 2013 年同比减少 356 个，
降幅为 14.1%。

秸秆焚烧与大气污染关系密切。今
年 10 月短短 1 个月间，华北地区就经历
了 4 次重污染天气过程，为何采暖季还
未到来，雾霾就已经频发？“今年秋冬第
一场雾霾，就与秸秆焚烧关系密切，监测
显示火点非常多。”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
长柴发合分析认为，10 月份是雾霾高发
的季节，由于季节转换因素，冷暖空气在
华北地区交汇，大气稳定，污染容易累
积，而 10 月同时也是秋收秋播时期，秸
秆焚烧等面源污染排放量大。

在柴发合看来，今年入秋以来的雾
霾比起去年浓度有所下降，污染范围减
少，秸秆禁烧工作的开展已取得了一定
成效。“2013 年 10 月 4 日，华北遭遇当年

秋冬第一次重污染天气，我驱车从北京
到邢台，沿途观察情况，发现秸秆燃烧火
点密集，是重要污染源。”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前期秸
秆焚烧火点卫星监测和现场检查情况
看，部分地区违法焚烧秸秆现象仍然屡
禁不止，秸秆禁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11 月 3 日起，为做好 APEC 会议期
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环境保护部派出
16 个督查组进行明察暗访，截至 5 日凌
晨 ，仍 发 现 秸 秆 垃 圾 焚 烧 110 处 。 11
月 3 日，督查组一行在石家庄 307 国道
沿路发现的着火点就有大大小小十余
个之多，分布在栾城段干村、北长村、
藁城区，辛集市的多处农田甚至石家庄
城区内，过火面积不尽相同，以焚烧秸
秆、垃圾、树叶、杂草为主。在山西太
原市晋源区滨河西路北庄头村北、王郭
村、南张村等地，发现 14 处秸秆起火点
位；阳泉市太阳高速、阳五高速盂县至
阳泉市沿线共发现十余处秸秆焚烧，升
起的白烟甚是扎眼。

同样，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小董村、
琉璃河西东村，唐山市玉田县，保定市定
兴、徐水和保定市区，邢台市邢台县，邯

郸市丛台区，大同市，赤峰市松山区，鹤
壁市山城区等都存在秸秆、垃圾焚烧点。

从 10 月份全国秸秆焚烧火点分布
情况看，火点数较多的有黑龙江 565 个、
吉林 470 个、河南 319个、辽宁 266个、内
蒙古114个、山西111个、安徽76个、山东
69个。其中6省（区）火点数较2013年同
比均有所增加，吉林增加 388 个、黑龙江
增加 366 个、辽宁增加 257 个、内蒙古增
加 4个、江西增加 1个、海南增加 1个。

从 10 月份全国秸秆焚烧火点强度
看，平均每千公顷耕地面积火点强度排
前 5 位的省份依次为吉林、辽宁、黑龙
江、河南、山西。

秸秆禁烧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举
措。2014 年 4 月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已
经将秸秆禁烧工作纳入对各省（区、市）
政府《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的年度考核和终期考核范围。

加强秸秆禁烧工作，有赖于地方政
府的高度重视和有效措施。山东省将秸
秆禁烧列为 2014 年环保专项行动重点
检查内容。自 6 月份起，组成三个检查
组对辖区内各地进行现场检查。各地也

相应成立由环保、农业、公安等部门组成
的联合执法队伍，划定责任区，昼夜巡
查，及时制止和查处焚烧秸秆违法行
为。枣庄市采取骨干道路和乡镇道路循
环检查、清晨和夜间重点巡查的方式，实
现工作重心从“发现和消除火情”向“发
现和消除隐患”的转变。青岛市通过发
送手机短信、悬挂横幅、印发资料等方
式，做到“村村见到宣传语，户户有张联
系卡”。

湖北省荆州市制定并下发《秸秆禁
烧和综合利用试点方案》，试点区域内
每建成一座年加工规模在 1 万吨以上
的秸秆收储站，评定验收后奖励资金
20 万元，投入运营后每年补助资金 10
万元。为提高秸秆禁烧监管效率，租赁
飞机不定期巡视禁烧区，用飞机定位系
统精准定位，支持地面人员确定火点位
置并予以扑灭。今年以来，荆州市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

监测显示，2014 年 10 月安徽、河北、
山西等 17 省（区）火点数较 2013 年同比
均有所减少。而北京、上海、重庆、四川、
云南、贵州等 6 省（市）连续两年未在 10
月份发现秸秆焚烧火点。

11 月 6 日上午，天气晴好，能见度
高。上午 10 时，环保部督查组所乘汽
车刚刚驶出保定市，沿保津高速行驶至
徐水桥附近时，路南约 2 公里处大面积
焚烧秸秆引起的烟雾引人注目。经汽
车 GPS 定位，判断为河北省廊坊市霸
州杜岗村，路旁标记为 G18 的 826 公里
处。继续向前行驶，焚烧垃圾秸秆现象
连续不断出现，在 819 公里、815 公里、
813 公里处，保津高速的南侧不断出现
了 3 处着火点，目测均距离高速公路 4
公里左右。

督查组继续向唐山方向前行，汽车
驶入了天津市界。在滨保高速路南，空
中的两团烟雾一黑一黄，面积之大令人

咋舌，难以确定燃烧物内容，此处标记为
G25 的 69 公里处。然而，接下来的景象
简直令人难以接受。

在宝坻、蓟县出口至蓟县、塘沽出口
的一段路上，密集出现了几十处烟雾，烧
荒 面 积 之 大 、着 火 点 之 多 可 谓 前 所 未
有。在宝坻、蓟县出口附近，连续有 3 处
大面积烧荒。

G25 的 51 公里处，空中出现了一大
片黑色烟雾，像朵黑色的乌云。G25 的
45 公里处，紧挨着高速公路南侧出现了
一条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带，接下来 20
余个着火点连续不断从车窗外掠过，令
人目不暇接。汽车的前后左右、高速路
南北两侧到处都是焚烧秸秆的现象，烟

雾弥漫至公路上。G25 的 33 公里处，焚
烧秸秆产生的浓烟笼罩田地，好几处着
火带竟然绵延数百米之长。接下来，连
续 8 处烧荒烟雾同时出现，高速路南 5
处，路北 3 处。

从 11 月 2 日参加空气质量保障督
导检查以来，督查组明察暗访了河北石
家庄、保定市及其周边多地，也发现了
不 少 污 染 现 象 ，但 却 没 有 一 地 可 与 廊
坊、天津一路行来相比，仅滨保高速天
津段的不足 70 公里内就发现面源、点
源污染共 50 余处。廊坊、天津部分地
区污染之重、烧荒之普遍，的确应当引
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监管工作有待
进一步加强。

近日记者跟随环保部第 12 督查组
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实地调查时
发现，秋冬之交，在城市逆温现象加重的
情况下，秸秆焚烧等面源污染问题仍然
存在。

11 月 4 日一早，车辆行至赤峰市松
山区木头沟乡附近，督查人员便远远看
到道路两侧农田内浓烟四起，几位农民
正在点燃秸秆，有些地块已被烧黑。赤
峰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当即电话通知相关
工作人员要求马上处理。然而，下午 3
点左右，当督查组再次来到木头沟乡附
近，上午的景象再次上演：农田内大片秸
秆正在燃烧，烟雾弥漫，大气昏黄，与远
处湛蓝的天空形成鲜明对比。

在其他地方，秸秆焚烧现象亦随处
可见。别小看了这些零散的污染“游击
队”。督查人员介绍，露天秸秆焚烧是雾
霾的重要污染源之一，秸秆焚烧时可产
生大量浓雾，含有大量 PM2.5、PM10。

秸秆焚烧为何屡禁不止？难道是监
管不力？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赤峰市元
宝山区副区长付守利告诉记者，为减少
农田秸秆焚烧，元宝区设立瞭望哨 10
个，并组建包村工作组 66 个，每天出动
巡查人员 40 人以上，巡逻车辆 10 台以
上，但仍“防不胜防”。

“现在很多农民已不再需要柴火做
饭，处理秸秆最便捷的是焚烧。要堵住
秸秆焚烧，最关键的是提高其综合利用
率。”付守利分析。

事实上，不只秸秆焚烧，道路扬尘等
面源污染亦不容忽视。督查组发现，赤
峰市宁城县等地道路扬尘问题依然存
在，且多处煤堆、料堆等未苫盖；个别拆
迁工地、市政工地则无除尘措施，一刮风
就尘土飞扬。“同污染企业定点、大规模
排放污染物相比，面源污染虽然单个看
起来并不起眼，但凭借‘规模优势’，污染
也不容小觑。”督查人员表示。

在北方，骑行于山水田园之间，让绿色
运动置身绿色之中曾经是很多自行车运动
爱好者的奢望。如今，这样的奢望正在西安
成为现实。在秦岭北麓的西安市长安区，一
条总长近百公里、已经建成逾60公里的自
行车生态长廊吸引了来自西北五省（区）的
自行车运动“发烧友”。

从西安乘坐城市地铁一直向南，在宽
阔的长安大道两边，行道树宛如两面绿墙，
其间，一条用彩色沥青铺成的车道格外显

眼。车道上一辆辆
自行车驶过发出吱
吱的声响，一位经常
来这里骑行的自行
车爱好者兴奋地说：

“第一次在西安见到
这样专业、漂亮的自

行车道，一路骑行，如在画中。”
依托辖区丰富的山水自然资源，长安

区把以秦岭为屏、绿廊为脉、河湖为景的
生态蓝图，变成了看得见的景观，融进了
老百姓的生活。在长安区长安大道和南
横线大道两侧，已建成总共约 60 公里的
自行车骑行生态长廊，廊道旁还修建了市
民休息亭、设置了休闲长椅等配套设施。

据介绍，该区还将在廊道两侧延伸的
休闲区和长安南站地铁站点提供自行车

租用服务，届时，自驾开车到环山公路和
秦岭旅游的游客，还可以将车停在车场，
漫步在生态长廊道里，换一种方式去感受
秦岭北麓的生态魅力和舒心。而乘地铁
到达长安区的市民则可以在位于长安区
地铁南站的自行车租用点，租上一辆轻便
的自行车，骑上绿意充盈的自行车廊道，
在山水田园中，畅快骑行，亲近生态氧吧
大秦岭。

如果选择骑行，从长安大道自行车廊
道可以直接骑上秦岭山下的环山公路，在
这里，绿树成行，层峦叠嶂，一处处独具特
色的绿化节点，仿佛环山绿化长廊上的明
珠，吸引着外来游客驻足观赏。该区市容
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说，为方便外来游客在
环山公路沿线休息、游玩，市容部门在
44.7 公里环山公路长安段沿线设置了 1

个景观节点和 11 个主题广场，每一个广
场的建设都紧密结合环山公路沿线各街
道的生态特色。

自行车生态长廊还串起了现代田园
风光。在以葡萄种植产业闻名的滦镇街
道，连片的“葡萄园”一望无际，园里廊道
环绕，游客和骑行者可以在廊道上近距离
观赏到生态葡萄园的醉人景色。而在子
午街道则借周边的樱桃种植园，建成了一
个既有杏树、樱花等自然景观，又有廊架、
亭台、人工湖、卫生间、停车场等服务设施
的综合休闲广场，游人和骑行者在这里可
以休息、游玩。“从长安大道一直骑行到环
山公路，累了还可以在沿线的小广场上休
息一会，看看秦岭山下的田园景色，非常
享受。”经常来这里骑车的西安市民田一
禾笑着说。

廊坊：“烧荒”如此夸张

本报记者 鲍晓倩

廊坊：“烧荒”如此夸张

本报记者 鲍晓倩

现场②

赤峰：焚烧“防不胜防”

本报记者 沈 慧

生态走廊

秦岭北麓有条骑行生态长廊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秦岭北麓有条骑行生态长廊秦岭北麓有条骑行生态长廊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津 A18253 尾气遥测超标！”一辆满载的大货车驶
过时，立刻被停在路边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遥感监测”车
逮个正着，车顶的大屏幕 LED 显示屏立刻以红色字体显
示出车辆号牌、尾气监测结果，并通知交警拦截。随后，
这辆大货车果然被守在前方 100 米处的交警拦下，进行
教育，并予以罚款 50元处理。

到底是什么技术这般神通，瞬间就能监测出机动车
尾气排放结果？天津市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副主任李东
介绍，为加强对机动车尾气污染的监管，天津市于 2013
年 10 月引进了 1 台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遥感监测车，该
车使用激光遥感监测技术，利用遥感设备发出的红外光、
紫外光，照射机动车尾气，对尾气中不同物质的吸收光谱
进行分析，检测出尾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浓度值。“在不影响正常交通的
情况下，被检测的车辆只要从仪器旁边开过，无需停车，
大概 0.7 秒，检测结果就能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工
作效率提高了 50倍以上。”

记者在监测车内也看到，每行驶过一辆车，摄像头会
迅速捕捉车辆的相关信息，包括车辆的车牌号、颜色、车
速等。同时，该车尾气排放中包含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的浓度含量也立刻显现。

来自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的 PM2.5 来源综合解析结
果显示，机动车尾气排放对雾霾的贡献率占 20%，仅次
于扬尘和燃煤。据介绍，截至目前，天津市已累计出动执
法人员 1400 余人次，通过遥感监测车筛查车辆 7.3 万
辆，拦检 3500 辆，处罚 150 辆。天津市环保局机动车处
处长郭康伟表示，今年 10 月再次购置了 8 台遥感监测
车，分别发放到滨海新区、武清区、津南区、西青区、北辰
区、和平区等 6 个区县。在此基础上，结合天津市明年规
划建设的机动车尾气路边监测站，将基本形成覆盖全市
域的机动车污染监管网络。

0.7秒

让超标排放车显形
本报记者 杜 铭

本报北京 11 月 17 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环境保
护部公布 2014 年 10 月份重点环境案件及处理情况，其
中，河北省 1件，江苏省 5件，山东省 1件，四川省 1件。

这 8 件环境案件分别为：河北省石家庄市、衡水市、
邢台市、辛集市多家镀锌拔丝企业违反建设项目环境管
理规定、无污染治理设施；江苏省宿迁市谷硅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环评批复与实际建设不符；江苏省张家港市鹿苑
同兴塑料厂无环评审批手续，废水超标排放；江苏省张家
港市南丰和平塑料制品厂清洗线项目无环评审批手续，
塑料制品的加工制造项目未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江苏省
张家港市乘航宏业塑料厂无环评审批手续，噪音超标；江
苏省盐城市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公司明知销售
单位未取得消耗臭氧层物质配额许可证的情况下仍向其
购买消耗臭氧层物质溴甲烷；山东省菏泽市邦杰化工有
限公司生产线污染物治理设施闲置，生产设备存在“跑、
冒、滴、漏”现象；四川省德阳市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
司模锻车间生产噪声扰民。

环境保护部公布

10 月重点环境案件处理情况

近日，大批越冬鸟类聚集在地处胶州湾的青岛市城

阳区墨水河入海口湿地觅食停留。胶州湾是目前青岛地

区面积最大的河口海湾型湿地。 新华社发

面源污染指的是没有固定污染排放点的污染，其中秸秆焚烧就是一大主要污染源。秸秆焚烧时可产生浓雾，含有大量

PM2.5、PM10，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图为赤峰市田间的秸秆焚烧现场。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