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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1、以上数据为实况数据，未经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最终审核。 2、负数为下降，正数为上升。 3、综合指数越小，表明空气质量越好。备 注

本版责编：王德政 本版校对：武雯燕

环保大家谈

“前几天，我去尧都区段店乡的一个农
村办事，看见很多垃圾清运车呼啸而过。带
着好奇，我就跟着一辆垃圾清运车拐进乡村
的小路，只见大量的建筑垃圾被倾倒在农田
边。”日前，市民李世杰与记者说了这样一个
稀奇事。

“我觉得建筑垃圾不应该倾倒在农村。”
李世杰说，去年以来，我市对旧城区的改造力
度不断加大，市区内遍布拆迁工地。当时他就
好奇大量的建筑垃圾被倾倒至哪里。这次在
农村看见这种情况，很是愤慨。

建筑垃圾随意倾倒，不但占用大量土地
资源，还产生有害成分和气体，造成地下水、
土壤和空气污染，危害生态环境和百姓健
康。而且，一些巨大的建筑垃圾堆还极易发
生滑坡、引发火灾，给周边地区造成安全隐
患。

如今，妥善处置建筑垃圾，已经是城市必
须治理的“堵点”“盲点”，也是人民群众密切
关注的“难点”“痛点”。

就如何保证建筑垃圾不再随意倾倒，李
世杰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确保，一是立法，
地方立法工作就要与时俱进、及时跟上，以法
律的力量保驾护航，让执法者有法可依，让倾
倒者有法可惧；二是严罚，相关部门应该严把
倾倒关，加大检查力度，从严从重处罚，以此
来震慑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不法分子。同时，
对于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的行为，不仅仅要惩
罚倾倒者，还要延伸监管至建筑垃圾生产者，
从源头上规范，根源上解决；三是变废为宝，
以资源化处理为核心，扶持建筑垃圾制砂、制
砖等相关产业，不断加大对建筑垃圾的拆解
和重新利用率，让建筑垃圾成为再生建材，重
新用于城市建设。

“目前，我国建筑垃圾主要采取外运、填
埋和露天堆放等方式处理。”李世杰说，他从
各类新闻上看到很多关于建筑垃圾的消息，
对其处理可谓是全国性的难题。

“建筑垃圾的处理是个难题，但一些资源
化利用的产业也在不断兴起，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建筑垃圾一定会变废为宝。”李世杰说，
当下在没有资源化建筑垃圾的情况下，有关
部门一定要把好关，严防环境污染，保护人民
群众安全。

快给建筑垃圾“安家”
本报记者 刘 超

“以前，我们组织户外骑行活动，总要
先查看一下第二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如果
空气质量是良，就敲定目的地进行骑行，
如果有空气污染，只好取消活动。但是近
两年，我们已经很少关注空气质量了，因
为良好的空气质量已经成为常态，蓝天白
云已经基本上取代了雾霾天。”户外骑行
爱好者李国强说。

今年57岁的李国强家住市区恒安小
区，他不仅喜欢骑行，还是一名致力于宣
传绿色出行的环保志愿者。他说：“我户外
骑行八九年了，经常在户外的人最能感受
到临汾空气质量的变化。咱们临汾的空气
由差变好非常明显，印象中‘灰蒙蒙’的天
如今已经彻底成了‘蓝莹莹’的天。”

谈及曾经的空气环境，李国强直言
“实在糟糕”，他说：“一到冬天，天天雾霾，
即便就春秋两季也时常出现雾霾天气，糟
糕的空气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咱们
临汾还连续几年成为全国的倒数第一，着
实糟糕。”

“很多回，我们商量好的骑行活动都被
糟糕的空气挡住了脚步，对我们这些跑惯
了户外的人来说，迫不得已窝在家里太难
受了。但是没办法，总不能因为锻炼腿脚损
伤呼吸系统吧。”李国强说，那时候就盼着，
临汾也能天天迎来蓝天白云、清爽空气。

临汾空气环境质量的变化，离不开强
有力的环保举措。李国强说：“全社会都重

视环保、支持环保，出台的一个个环保措
施涵盖了方方面面。比如清洁取暖改造，
在我老家洪洞县，即便是远离县城的偏远
农村也进行了‘煤改气’‘煤改电’。再比如
柴油货车管理，现在马路上已经很少能看
到大货车冒着浓浓黑烟呼啸而过。还有扬
尘管理，曾经路边上一些裸露的黄土、堆
积的砂石等，全都被盖上了绿色的防尘
网。”

“除了空气质量的改善，还有生态环
境的变化。”李国强告诉记者，“以前骑行
没有合适的场地，短途就是滨河路，长途
就是洪洞、襄汾。现在的选择余地太多了，
涝洰河公园、汾河公园隔三差五就去，经
常还沿着汾河的河堤路走个来回，偶尔还
骑行去一次仙洞沟的旅游公路。以前就是
光秃秃的路，现在则是在风景中穿行，一
路绿树成荫、空气清新。”

“我连续很多年参加过 6月 5日的环
保宣传活动，平时也经常劝身边的朋友少
开车、多骑车，绿色出行。”李国强表示，环
境好就是最大的民生，希望所有人行动起
来，在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环境，守
护好蓝天白云，让今后的每一天都能见到
蓝莹莹的天。

曝 光 台美丽临汾 我的家

“这个小灵通我买过，现在还在家
里放着呢。”

“我家以前就有这个电视机。”
“旧家电原来有这么多的危害啊！”
…………
5 月 20 日上午，临汾市德兴军再生

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迎来一群特殊的客
人，他们绕着厂区现场观看电子废弃物
的无害化处理处置过程，或拿起手机拍
摄，或惊叹电子废弃物的危害，或咨询
回收再利用的秘密。

当日，为了使“六·五”世界环境日
系列活动能够在我市更好地开展并取
得实效，市生态环境局专门联系尧都区
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张小英，组织解
放路第三学校的老师和部分学生家长，
以及尧都区刘村镇堡子村村民成立了
一支环保志愿者队伍，深入临汾市德兴
军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开展环保设
施公众开放日活动。

“欢迎大家来到临汾市德兴军再生
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我们公司主要从事
电子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处置……”志
愿者们刚一下车，该公司解说员王凯便
热情地介绍起来。

在王凯的带领下，志愿者们进车间
入展厅，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观看可循
环利用资源的宣传片，近距离参观了全
自动化无公害拆解线。

在展示厅内，当王凯说到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中含有大量的危险废物时，很
多志愿者聚集过来。

只见王凯指着展台内被拆解的物
品为志愿者们介绍起来：“线路板、含铅
玻璃、荧光粉、废矿物油等，这些危险废
物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流散到大自然
中，会对水体、土壤等造成严重的危害，
我们公司将这些拆解下来的危险废物
收集后，交给有相应资质和处理能力的
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

参观途中，一位跑前跑后、忙里忙
外的年轻人引起了记者的关注，他就是
解放路第三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刘
振。

“我们学校的 15名家长代表参加了
这次活动，大家都感触很深，纷纷表示
要节约资源，绿色低碳生活。”刘振说，
他很早以前是一名环保志愿者，希望借
着此次活动，能够让家长们了解生态环
境的珍贵，并在今后能够与学校的老师
们一起，以身作则争当环保达人，更让
孩子从小做起，珍爱生态环境。

看到记者与刘振聊得火热，一些学
生家长走了上来，争先说起自己的看
法。

学生家长代表王吉芳说：“此次的
实践活动对我们教育意义深刻，不仅学
习了很多再生资源方面的知识，同时也
深刻意识到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今
后一定要做一名合格的绿色低碳践行
者。”

学生家长代表贾艳艳说：“一定要
做好生态环境的宣传者，有机会一定带
孩子再次学习参观，以身作则，潜移默

化地提升孩子的环保意识，大手拉小
手，共建最靓尧都。”

…………
一上午的活动，在不知不觉间度

过，志愿者们充满好奇不断发问，解说
员耐心回答认真讲解。

这一次参观让志愿者们了解了电
子废弃物的危害和回收再利用的重要
性，也懂得了垃圾分类常识，志愿者们
纷纷表示，回去后将会把此次参观所学
到的东西，延伸到家庭，传递给亲朋，让
更多的人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中来，
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改善城市居住环
境，在全社会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
围。

活动结束时，王凯对大家说道：“下一
步，我们公司将会上一个再生塑料资源化
利用的项目，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的塑
料进行深加工，制成再生塑料，并用于制
造桌椅板凳、水桶小盆等生活用品。项目
投产后，欢迎大家前来参观。”

在返程的路上，市生态环境局宣教
中心主任刘跃忠号召志愿者们：“希望
大家能够一传十，十传百，把环保理念
扩散出去，从小事做起，从习惯上改变，
一起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大家共同的
家园，守护临汾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最近天气热了，夜市经济越来越火，吃
烧烤、喝啤酒成为夜市上常见的一幅场景，然
而，烧烤油烟直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日前，
市民刘建新在谈及身边的环保问题时，指出
油烟直排现象，他说：“有的烧烤摊上虽然有
油烟收集的装置，但收集后没有处理就直接
排放；有些露天烧烤摊点，没有任何环保措
施，堂而皇之地排油污；有的把烧烤炉放在了
饭店的后院或其他隐蔽处，虽然外面看不到，
但呛人的烟气就弥漫在空中。”

在刘建新看来，烧烤油烟直排不仅影响
城市环境、污染空气，对周边住户的日常生活
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说：“我表姐家住福
利巷的临街二楼，楼下就有一家烧烤摊，以前
很多年都深受烧烤油烟的影响，夏天晚上从
来不敢开窗户。即便窗户紧闭，家里还是浓浓
的烧烤味。”

“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烧烤直排的现象
又出现了。”刘建新说：“前几天我经过福利
巷，在距离平阳南街几百米的位置看到，道路
南侧有一家饭店把烧烤炉摆在了店门口，烧
烤产生的油烟滚滚而起，直接冲到街面上排
放；在经过城北高河桥时发现，道路东侧有一
家烧烤摊，连基本的烟气收集处理设施都没
有，黑灰色的烟尘直接飘散在空气中；在经过
煤化巷时，虽然没有看到路边有烧烤炉，但烧
烤油烟的味道非常浓重，肯定有人把烧烤炉
放在隐蔽处。”

“其实到了盛夏时节，烧烤摊多起来的时
候，管理部门的巡查频次也多了，查处力度也
大了。现在由于烧烤摊刚刚露头，管理部门的
监管力度比较小，那些不把油烟直排当回事
儿的摊贩实际上是在‘钻空子’。”刘建新表
示，每年都是呈现这样的趋势，随着烧烤摊的
增多，管理力度也会加强。

刘建新认为，烧烤摊贩们敢于直排油烟，
说明处罚力度有待于提高。他建议说，应该建
立“黑名单”制度，对那些不按要求安装环保
设施或者肆意直排的人，发现一次进行警告
或罚款，发现两次就不让他们继续经营这些
项目，这样才能让他们心存敬畏，不敢肆意而
为。

刘建新表示，环保无小事，当所有市民都
在为改善城市环境有所付出的时候，那些对
环境影响更大的行为或经营活动更应强化约
束，努力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大家共同努力呵
护好头顶的蓝天。

5月21日，记者在市区吉祥花园小区北侧
的一条小路上看到，被破坏的围挡内，堆满了
乱七八糟的垃圾。

去年，本报就此处乱倒垃圾现象进行过
多次报道，但效果微乎其微，有关部门的整改
方式，或是用围挡围住遮羞，或是清理掉垃圾
并苫盖上绿网，然而，不久便有人继续堂而皇
之地继续倾倒垃圾。

此处垃圾乱堆乱倒的地方，离吉祥花园
小区仅一墙之隔，距市区主要交通要道——
解放东路也只有200米不到。盛夏将至，臭气
熏天的垃圾不仅令附近居民作呕，也会滋生
大量蚊虫影响居民生活，更给大美临汾抹了
黑。面对肆意乱堆乱倒垃圾的行为，为什么有
关部门不能回应附近居民诉求，持续关注、动
态治理这些破坏环境、胡乱倾倒垃圾的行为？
而是敷衍了事、听之任之？

到底是谁在作怪，谁在肆意破坏
我们的环境？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予以
重视，从源头治理，为百姓营造干净
整洁的城市环境，为建设美丽临汾贡
献应有的力量。

本报记者 文/图

志愿者参观拆解流水线志愿者参观拆解流水线

参观废旧电器展示品参观废旧电器展示品

与“绿色”的别样接触
——市生态环境局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侧记

本报记者 刘 超 文/图

拆解旧电视机拆解旧电视机，，废物再利用废物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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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云祥

屡禁不止！何人在践踏环境？

吉祥花园小区北侧被垃圾包围吉祥花园小区北侧被垃圾包围

东盛华庭小区东侧东盛华庭小区东侧垃圾遍地垃圾遍地

陈年垃圾无人问津陈年垃圾无人问津

莫让餐饮油烟直排
本报记者 柴云祥

环保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