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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污水零直排区”创建

□环境动态

□执法在线

本报讯 近日，浙能玉环环保水
务有限公司从玉环生态环境分局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号码为 3-BJG00001
标牌。这也是我市非道路移动机械
首块标牌。

2018年，国务院发布《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指出

“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划
定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
严格管控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重点区域 2019年底前完成。”《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也
明确 2019 年底前，各地完成非道路
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和工业化的
快速发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使用
越来越广泛。据统计，我国非道路
机械用柴油机每年新增约200万台左
右, 污染物排放量不容小觑。当前，
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治理还处于起
步阶段，管理手段比较欠缺，但产
生的污染物却不少。根据《中国机
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8年）的统
计，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仅
为机动车保有量 1/6的情况下，但其
排放二氧化硫 90.9万吨、氮氧化物
573.5万吨、颗粒物 48.5万吨，其中
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接近于机
动车，说明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管

控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为做好此
项工作，玉环生态环境分局于 11月
初启动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摸底和登
记，旨在搞清楚我市非道路移动机
械的分布情况、保有量、所处的排
放阶段等关键信息，为下一步决策
提供重要依据。

目前，我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摸
底和登记编码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接下来将全面铺开，覆盖全市范围
内六大非道路使用领域。在全面开
展摸底和登记编码的同时，玉环生
态环境分局还将结合高排放非道路
机械禁用区，排放不达标和未登记
上牌的工程机械将不能在禁用区内
使用，同时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抽
测工作，排放检测不达标的非道路
移动机械需要进行维修治理，从而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助力打赢蓝天
保卫战。 （谢晓威）

■相关链接
什么是非道路移动机械？
是 指 用 于 非 道 路 上 的 机

械，如工程机械、农业机械
等，常见的有挖掘机、推土
机、叉车、收割机等。

什么是非道路移动机械编

码登记？
每一台非道路移动机械都

将拥有唯一的环保登记号码和
环保信息采集码。

什么是环保登记号码？
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登记

号码由1位排放阶段代号和8位
机械环保序号组成，排放阶段
代号与机械环保序号以短横分

隔符相连，并制作成金属号牌
悬挂于机身显眼处。

什么是环保信息采集码？
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

采集卡上有环保信息采集码，
可以记录机械基本信息，确保
唯一性。采集卡使用塑封膜加
防伪层塑封，需随机械携带，
以便随时检查。

首块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身份证”上牌啦！

本报讯 随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不断深化，玉环生态
环境分局在学习教育工作中，注重知
行结合，始终将主题教育贯穿于环境
服务、执法监管等工作中，坚持服务
开路，监管并行，不断深化学习教育
成果。

深化服务
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环评审批是企业建设项目启动的
第一道门槛，关系企业长远经营和绿
色发展。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让
企业、公众体会到生态环境改革红
利，玉环生态环境分局始终坚持“服
务为先”理念，依托“区域环评+环
境标准”改革，实现二类项目环评等
级降级，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

强化宣传
营造绿色社会氛围

为加强环保宣传力度，扩大宣传
覆盖面，增强公众环保意识，玉环生
态环境分局多次进村入企开展环保宣

传活动，提升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意
识，规范污染物排放行为。同时，借
助宣传手册、画报、横幅等多种方
式，覆盖工业园区、村居社区等多区
域，形成多方位、广覆盖的宣传维
度。为达到典型案例社会震慑作用，
近期还对大麦屿街道陈岙里工业区等
环保案例进行了更新。

加强监管
维护辖区环境安全

为加强环境监管，切实维护辖区
环境安全，玉环生态环境分局依托网
格化监管平台，加强对重污染、敏
感、涉水等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及
时排查安全隐患，采取日常监管和随
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企业完成
问题整改，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
为。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
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作为我市
环保事业的主力军，玉环生态环境分
局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不
懈，守护我市碧海蓝天。

（蔡燕焕）

服务开路监管并行
玉环生态环境分局将主题教育贯穿工作始终

本报讯 近日，市“五水共治”
办和玉环生态环境分局组织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市排水公司等单位人
员，对大麦屿街道普青工业区“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进行验收。

在听取大麦屿街道就普青工业
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的汇报，
听取台州市环科院对工业园区的创
建情况技术评估的汇报后，验收组
成员分资料组和现场组对园区建设
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核查了园区企

业的“一厂一档”、园区管网排查整
改资料、园区工业企业现场整改、
园区管网整体情况、园区入河排水
口等。

经现场审核，验收组要求大麦
屿街道进一步巩固“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成果，建议持续开展园区
雨污管网动态排查，在前期排查整
改的基础上，完善4张清单（问题清
单、任务清单、项目清单、责任清
单）；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工业园

区、企业备案台帐资料，及时组织
排查整改回头看，提高园区企业

“污水零直排”建设排查和整改合格
率，加快企业排水许可证发放，确
保实现排水许可全覆盖；建立完善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的长效机制，
加强对园区重点企业的日常监测和
监管，确保企业稳定达标纳管排
放，有条件的企业进一步完善初期
雨水收集处理体系。同时，及时跟
踪监测、分析附近河道及园区泵站

水质变化。
由于普青工业区是台州市“五

水共治”的考核任务，验收组认
为，经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普青工业区已基本实现“雨污全分
流、污水全收集、排放全达标、监
测全覆盖、风险全防范、制度全健
全”的排水综合体系，基本符合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专项行动
方案》《玉环市“污水零直排区”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 （陈刚维）

雨污全分流 污水全收集 排放全达标 监测全覆盖 风险全防范 制度全健全

普青工业区“污水零直排区”通过验收

本报讯 为提高生态环
境质量，确保区域环境安
全，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
权益，11月中旬，玉环生
态环境分局配合台州市环
境监察支队、台州市“五
水共治”办开展联合交叉
执法行动。

此次交叉检查共成立
12 个联合执法行动工作
组，成员由市、县两级生
态 环 境 部 门 业 务 骨 干 组
成 ， 主 要 是 对 模 块 化 审
批、滚光废水、污水零直
排建设、信访重复访点位
等4个方面进行检查，具体
内容涉及企业审批验收、
生产车间、废水废气处理
设施收集运行、固废贮存
场所建设及转运等情况。

在交叉检查过程中，
检 查 组 严 格 对 照 检 查 细
则，按要求用移动执法系
统做好检查的痕迹记录，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做到不隐瞒、不掩盖，发
现环境违法问题坚持依法
依规从严查处，对有轻微

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当场
责令改正，对有较重违法
行为的企业则予以立案查
处，每日检查结束后当天
即将检查情况反馈台州市
环 境 监 察 支 队 。 截 至 目
前，已对我市 87家企业进
行检查。

“环境行政处罚，不止
罚款那么简单！”相关负责
人表示，涉及立案查处的
企业将面临不同程度的环
境行政处罚，或许大部分
人都以为只要罚款就相安
无事，但其实环境行政处
罚对企业的实际损失远不
止罚款那么简单，它还会
影响到已享受的税收优惠
政策、信用评价、开展融
资 及 股 票 发 行 等 经 营 活
动，对企业发展都将造成
不利影响。对此，企业一
定要贯彻落实环保政策要
求，提升环保守法意识，
严格遵守法律，认真履行
好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
任。

（王叶）

市县联动执法
共护美丽玉环

如有异议，请向浙江省环境保护督察玉环市整改工作
协调小组联系

联系人：陈刚维 联系电话：0576-89911037
浙江省环境保护督察玉环市整改工作协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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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集合统一出发玉环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集合统一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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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
问题

国家“水十条”要求2017年前完成加油站
地下油罐的更新改造，但截至 2018年 9月底，
台州市完成率仅为67.5%。

整改
目标

全面完成加油站地下油罐更新改造。

整改
措施

1、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玉环分局联合市商
务局积极组织中石化、中石油等单位召开加油
站地下油罐更新改造工作推进会议。

2、各加油站落实专人负责，并根据实际
情况就开工时间、施工时限、施工质量等提交
了改造计划。

3、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玉环分局会同市商
务局每月多次联系加油站负责人落实改造进
度，并现场督促整改。

整改
完成
情况

截至 2019年 9月底，玉环市 18座加油站
72个地下油罐全部完成更新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