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0日22时，我市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橙色预警措施于3月12日0时至14日24时实施。我区各单位、乡镇街道重拳出击，积极采取措施，全力
做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应对工作。

区环保局：加强大货车
执法检查。3月10日早8时
至 11日早 8时，共出动 101
人次对移动污染源开展监
管。张山营、西康、康庄、下
营 4个进京综检站对 1349
辆过境大货车进行检查，其
中环保检测超标 143辆，公
安处罚143辆，劝返76辆。

区交通局：出动执法人
员 10 名，分别在大地燃气
路口、司家营环岛设卡对货
车、农用车无证运输，不按
规定苫盖等行为进行检查，
共检查车辆 79 辆，查处违
法行为9起，罚款5800元。

区住建委：召开施工工
地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工地
严格落实降尘措施，降低空
气污染，并对辖区工地进行
检查。昨天，共出动检查人
员 25 人次，检查施工项目
7项。

区经信委：启动工业企
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通
知 9家应急工业企业，并进
行抽查，共检查车辆 2 车
次，检查企业13家次。

区农委：先后对延庆
镇、张山营镇等重点镇、3
个街道和延庆区城乡结合
部以及部分重点村庄优质
燃煤替代及劣质燃煤管控
工作进行巡查。

区农业局：派出 2个督
察组，到张山营镇、康庄镇
等乡镇，检查露天焚烧，发
现并处理露天焚烧秸秆行
为3起。

区城管委：通知注册的
27家运输企业名下的建筑
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
禁止上路行驶（清洁能源汽
车除外），检查渣土消纳场
所苫盖情况。区环卫中心
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 1次
以上清扫保洁作业，增加62
条道路的保洁频次，减少扬
尘污染。

区教委：要求中小学、
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
育机构停止户外课程和
活动。

区城管执法局：出动
执法人员 422人次，对施工
工地、施工扬尘、露天焚
烧、运输车辆等进行执法
检查。截至昨天，共检查
施工工地 20 家、纠正违法
行为 5 起、检查运输车辆
12辆，检查街区 14条，消除
安全隐患1起。

区水务局：出动 2个检
查组，分别对城南供排水工
程、冬奥会延庆赛区造雪引
水及集中供水施工现场进
行专项检查。

“环保管家”正式入园 园区2017年全年减排280吨

中关村延庆园多措并举治污染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

讯员 司艳平）日前，记者从
中关村延庆园服务中心了解
到，经过近一个月的“试用
期”，今年年初，外聘“环保管
家”已正式入园，中关村延庆
园污染物排放治理再上得力
举措。

据了解，去年 12 月，为
治理园区污染物排放，中关
村延庆园邀请北京磐石环保
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园区“环
保管家”，对园区企业污染排
放情况进行风险诊断，并为
发现问题的企业提供整改方
案。这也是中关村延庆园在
聘请“环保管家”前的前期

“测试”。
“环保管家”入园后，对园

区近百家企业，尤其是制造业
企业，开展实地检查，进行了
详细的风险诊断，寻找企业环
境风险，从而提供完善的咨询
和详尽的整改方案。“环保管
家”的专业服务也赢得了入园
企业的认同。“以前我们企业
环境污染检测不合格，可不知
道怎么整改，花费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整改之后还是不合
格。”园区企业中农绿康（北
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部
车间主任王月寿说，“后来，园
区的‘环保管家’给我们做了
全方位的诊断，提供了解决方
案。我们按照方案整改后，检
查就合格了。”

“聘请‘环保管家’是我
们园区去年创新开展的环保

治理措施。”中关村延庆园服
务中心副主任高延鹤说，“除
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长期
坚持的措施，形成组合拳，控
制园区污染物排放。”

严把入门关就是中关村
延庆园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源
头性举措。在入园审批过程
中，中关村延庆园严格执行
新增产业禁限目录和工业污
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等
相关规定，不合格的企业坚
决不让入园。“为此，我们拒
绝了不少企业，其中包含不
少大企业，可能因此减少每
年数百万的收入，但我们毫
不犹豫。”中关村延庆园服务
中心主任王楠说。

严格的准入制度也让中

关村延庆园推行各项环保措
施成为可能。2017年，园区
下大力气治理现有污染物排
放，全年改造拆除燃煤锅炉
共计 155.7蒸吨，全部进行了
清洁能源改造。与此同时，
日常精细化管理也成为控制
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措施。园
区安全部门按照 2个月一次
的频率，对园内的实体企业
进行全覆盖检查，并设置了1
名专职网格监督员和 3名网
格员，负责日常排查检查，平
均每周检查 8家园区企业。
除此之外，园区还为入园企
业建立了环境情况台账，对

“散乱污”企业、调整退出企
业和涉及生活及工业污水排
放的企业分别进行实地摸排

并建立台账，加快推进园区
企业调整退出工作。

多措并举的治污措施在
2017年显现成效。中关村延
庆园实现VOCs（可挥发性有
机物）年度减排 280吨，超额
完成任务近 60%。“VOCs 可
以说是我们园区的主要污染
物。”高延鹤说，“VOCs排放
的减少既是我们治污的成
效，也肯定了我们治污的思
路和措施，下一步，我们将用
好‘环保管家’，将环保措施
前置，提升园区环保建设科
学性专业化水平。同时，发
挥中关村延庆园科技创新优
势资源，为延庆科技治污，提
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贡献智
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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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霸售后差 工商解烦忧
消费者吴先生在某商场购买了一

款浴霸，使用过程中出现按照明键却
开启风暖的问题，吴先生认为是安装
人员在安装时弄错了开关与浴霸线
路，于是联系售后人员进行维修调
整。两天后，售后服务人员抽着烟上

门，且态度恶劣，不但
没有修好，还对吴先
生进行人身攻击。吴
先生非常气愤，联系
该品牌的官方客服维
权无果，于是到工商
部门寻求帮助。接到

投诉后，工作人员约谈该售后服务公
司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对其进行指导
教育。现被投诉公司已将消费者吴先
生的浴霸修好，吴先生表示满意。

延庆工商分局提示广大消费者，在
选购电器等大件商品时，要注意以下几
点：1.重视售后服务。2.选择正规卖
场。3.提前了解资讯。同时，提醒广大
经营者，在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下，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唯有商品的质量好、
服务好，才能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得到消
费者认可。

孙沙沙供稿

消费播报
区质监局开展能效标识监督检查

近日，区质监局对我区家电
商城及电器专卖店等场所开展了
家用电器能效标识监督检查
活动。

本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14
人次，检查家电卖场 7家次，以列
入国家实行能效标识产品目录的
产品为检查重点，主要包括电冰
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电饭
煲、电磁炉等 6 类高耗能产品。
重点检查是否按照规定标注能源
效率标识、是否按照规定在产品
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注明能耗指
标等情况。同时，执法人员现场

向商家宣传能效标识相关法律、
法规，提高广大消费者的节能意
识，引导消费者选购节能产品，并
督促销售者严格遵守能效标识管
理规定。

目前，我区能效标识制度执
行情况良好，绝大部分家电商品
都在商品本身或包装显著位置加
贴了能效标识且
标识标注完整、规
范，未发现不按规
定加贴能效标识
的行为。

区质监局供稿

入春以来，香营乡新庄
堡村杏产销协会开始了紧
张的嫁接育苗工作。目前，
该协会已经成功保存繁育
稀有、优质果品树种 50 多
种，包括深受市民喜爱的老
国光苹果、永安堡冰糖李子
等。图为协会工作人员正
在进行“八棱脆”海棠苗木
的嫁接。

王宇琦/摄
胡春艳/文

严格落实工地
施工围挡、洒水降尘等各项措
施，确保高效率、高质量推进
各项工程建设。各级领导干
部要率先垂范，带头深入一线
进行调度督导，推动各项工
作任务落实，确保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取得实效。

会后，穆鹏、刘瑞成一行
实地检查我区各项空气污染
应对措施落实情况。3月 9日

晚和 10日中午，穆鹏一行先
后来到京藏高速营城子出口、
康庄高速检查站和百康路以
及延崇高速施工现场，实地检
查空气重污染天气应对工
作。检查过程中，区领导就各
单位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仍
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办公，并
就加强工地扬尘治理、过境大
货车管控、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等工作提出要求。

（上接第一版）

穆鹏部署检查
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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