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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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大家谈

本版责编：王德政 本版校对：霍艳娟

“我步行上班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后来慢慢地喜欢上
了这种绿色出行方式。”日前，市民邰玉婷
与记者聊起低碳节约、绿色生活时这样说
道。

“低碳是一种潮流，是一种生活态度。”
邰玉婷说，只要开始了低碳环保的生活，就
会爱上这种生活方式。

邰玉婷认为，绿色生活等同于健康生
活，注重低碳节约不仅仅可以改变自身陋
习，降低能源消耗，更能让人静下心来欣赏
到往日忽略的风景。

对于绿色生活，邰玉婷兴致勃勃地说：
“下馆子的剩饭菜可以打包，下顿还能接
着吃；购物时索要电子发票，不仅节省了
纸张，更方便日后查阅；在工作之余，到户
外做活动，老窝在家里玩手机不仅费时费
电，而且对眼睛也不好；衣柜里的衣服一
大堆，有些放了两三年还没穿一次，这些
衣服不如捐给生活困难的人；在办公场所
能用绿色办公少用纸张，把空调温度控制
在合理范围降低室内外温差，还不容易感
冒……”

“全社会都在提倡绿色生活，我们每个
人都应该行动起来。”邰玉婷说，近年来，我
国把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以低碳创新为引擎，实现新的供给与需
求的均衡，不断降低能耗和污染水平，实现
绿色经济增长。同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
也都纷纷出台节能减排政策及相关规定，
对生产绿色低碳产品的企业给予必要的税
收减免和政策支持，提高了高能耗、高污染
产品的生产成本，引导和鼓励绿色低碳产
品和低碳市场的形成。如今，绿色发展已成
为主流趋势。

街边的共享单车、充电宝等共享产品
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也日益成熟，曾经三三两两的新能源汽车
也变得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
低碳绿色生活。对此，邰玉婷感受颇深，她
向更多的人发出邀请：“绿色生活势在必
行，改变陋习你我同行。”

低碳又节约 乐享新生活
本报记者 刘 超

夕阳西下，冬日余晖下的临汾一
股股寒意扑面而来。本是万家灯火初
亮，乐享天伦之时，却有这么一行人，
不畏严寒、披星戴月穿行在大街小
巷、村里村外；

他们人手一把手电筒，光亮不在
脚下的道路，而是聚焦到一个个烟
囱、一片片建筑工地；

他们练就了灵敏嗅觉，燃煤味、燃
柴禾味一闻便知，有时，一口清新且冷
冽的空气，就能让他们喜上眉梢；

……
他们是市生态环境局环保夜查

“铁军”。进入秋冬季以来，我市大气
环境污染防治形势严峻，各项污染物
指标不容乐观。尤其是进入采暖季
后，燃煤、燃柴禾取暖对大气环境的

污染显得更为突出。在此时刻，市生
态环境局及时启动环保夜查行动，进
村入户、排查建筑工地，一步一个脚
印地丈量着平阳大地，一点一点减少
着污染物排放。

11 月 16 日 ，是临汾大部分县
（市、区）“采暖季”开始的第一天。农
村散煤取缔的怎么样？燃煤、燃柴禾
取暖的现象还多不多？建筑工地“六
个百分百”管控措施落实到位了吗？

一个个不确定性再加上一组组
并不乐观的“AQI”（空气质量指数），
使得市生态环境局上下忧心忡忡。当
天晚上，为了让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
起清洁取暖、散煤整治和建筑工地扬
尘治理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李永
芳带队开展了环保夜查行动。

18 时 50 分，环保夜查队来到尧
都区刘村镇南刘村，刚一进村，一股
淡淡的烧柴禾味飘散在空气中。

“大家行动起来，这味道，肯定有
人烧柴禾。”李永芳闻着空气中的味
道立即做出安排。

一行九人分散到南刘村的巷道
内，一束束光亮快速散布出去。

跟随着环保夜查队员陈志刚的
脚步，记者看到他在一个垃圾堆旁停
了下来。走上前去，陈志刚近距离观
察垃圾堆并拍照记录，他叹了口气说
道：“唉！这个村问题挺大的，不只是
烧柴禾，还有煤灰。”

“走，继续。”没有多余的话，陈志
刚转身再次进入夜色中。

一个村庄几百户村民，只靠 9
个人来巡查，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
部排查到。环保夜查队员李涛说：

“咱们夜查不能处罚、处置，只能劝
导、记录、转办。现场看不出什么效
果，但只要有一两个典型，环保压
力就会传递到乡镇、村‘两委’，大
家齐心协力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空
气环境。”

一个村抓一两个典型，就这个目
标，环保夜查队在南刘村走了近半个
小时。

19 时 20 分，环保夜查队转战刘

村镇南卧村；19时 55分，环保夜查队
转战金殿镇五默村……

20 时 20 分，环保夜查队从金殿
镇坛地村向苏村走时，一片火光出现
在田地中。

环保夜查队负责人王江平立即
安排队员前去查看。

望山跑死马。看着很近的距离，
夜查队员们在田地中走了五六分钟。
当他们来到现场时，身穿红色马甲，
背后印有“平安尧都网格巡查”字样
的网格员正在灭火。

“这里是贾册村，着火的是玉米
秆，不知道是谁给点着的，我们也是
刚发现就来灭火了。”网格员一边拿
着铁锹灭火，一边解释道。

环保夜查队员王虎和网格员聊
了起来，从其的口中得知，金殿镇已
经因秸秆焚烧拘留了 5 个人，可仍
然有人不管不顾地焚烧秸秆。“罚只
是手段，要让大家都不焚烧秸秆，咱
们工作人员得多跑多劝，让大家都
知道焚烧秸秆的坏处，也就没人烧
了。”听完网格员的介绍，王虎语重
心长地说。

21 时 59 分，环保夜查队来到刘
村镇周家庄村，看着夜幕中安静的周
家庄，李永芳叫住了队员们，“今天有
点晚了，咱们就不要打扰村民休息

了。专家团队说五一西路道路工地两
侧的临时路扬尘污染严重，已经交办
住建部门整改了，咱们过去看看整改
情况。”

22 时 20 分，环保夜查队来到五
一西路临时道路。看到环保夜查队到
来，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走上前来说
道：“水洒上了，怕结冰影响群众，我
们都不敢走。等一会人少了，再把水
清理下。”

“很好，整改得挺到位。以后洒
水、保洁都别落下，咱们职能部门要
担起责任，不要让扬尘影响了大气环
境，更不能忘了服务群众的本职工
作。”李永芳肯定地说。

从五一西路夜查结束后，时间
已经是 23 时许，李永芳和环保夜查
队的队员们站在夜幕下开了一个

“小会”。他嘱咐道：“咱们的人多跑
一跑，把环保夜查的力度展示出来，
把各级各部门的主体责任压实了，
把‘铁军’的风貌‘战’出来……”

夜查还在继续，环保“铁军”全力
守护着临汾的蓝天白云。

本报讯 11月 15日，洪洞县举行
“禁煤区”散煤和“禁燃区”劣质煤清
缴督查工作启动仪式，对“禁煤区”散
煤和“禁燃区”劣质煤清缴工作进行
了部署。

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要求，各乡镇
和县政府督导组高度重视，强化组织
领导，密切协调联动，做到排查全覆
盖、处置有力度、整改严到位；按照县
政府《关于划定洪洞县 2020年“禁煤

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通告》的要
求，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按照镇包村、
村包户等体制机制，充分发动村委会
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对“禁煤区”散
煤、“禁燃区”劣质煤的储存、销售、
燃用等行为进行全面自查，对发现违
规储存、销售、燃用的坚决予以查处，
确保“禁煤区”无煤化、“禁燃区”清
洁化。 （本报记者）

“留心观察下，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日常
生活中发现一些污染环境的行为，所以社
会监督比单一的执法部门监督覆盖面更
宽，发现的问题更多，尤其是一些平时生活
中的小问题。”日前，家住市区鼓楼南大街
的市民郭志伟在谈及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时说。他认为，我市应该建立一个众所周
知、行之有效的群众举报渠道，通过广泛的
社会监督来有效减少污染环境行为，保护
生态环境。

郭志伟说：“比如有些小巷深处的饭店
存在油烟污染，比如一些偏僻处被倾倒了
不少垃圾而无人清理，又比如小区旁边的
工地存在扬尘污染，市民对这些身边的现
象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但执法部门却需要
专门巡查到那里时才能发现。所以，依靠群
众监督一定是未来保护环境最重要的一条
渠道。”

“最关键的是如何动员广大群众主动
监督，参与监督，对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进
行反馈。”郭志伟认为，首先要建立人人都
知道的举报渠道，要像“110”“119”那样广
为人知的举报热线，以及可以通过微信公
众号进行举报的网上平台；其次是受理部
门要做到事事有回音、事事有反馈，保护公
众举报环境污染行为的积极性；再次是探
索一些“有奖举报”的办法，动员更多的人
参与到环保工作中，让全社会都紧盯环境
违法行为。

郭志伟表示：“尤其要做好网络举报平
台的建设，让群众非常方便地通过网页留
言、微信公众号、APP 软件等方式举报，这
些方式高效便利，不仅利于大家上传照片、
视频等证据，还能对污染环境行为予以曝
光，让大家都看到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起到
警示和震慑作用。”

“探索‘有奖举报’制度也很重要，能动
员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郭志伟说，“之前因
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去河南、湖北等地，这些
地方的‘有奖举报’做得就比较好，很多人
在日常生活中就会留意寻找身边的排污现
象，然后第一时间留存证据进行举报，成为
执法部门发现问题、加以监管的一条重要
路径。”

保护生态环境，每个人都应成为参与
者。郭志伟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监督，就
会形成强大的高压态势，让那些乱倒垃圾
的人、排放油烟的饭店经营者和工地施工
方心存敬畏，减少污染环境的行为。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多研究、多探索，努力动员更多
的市民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

本报讯（通讯员 张 倩） 近日，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翼城分局对洗煤
行业专项整治、企业错峰生产管控、
秸秆禁烧等开展检查，采取扎实有

效的措施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

该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78 人
次，对 7家洗煤厂整治情况进行了检

查，要求企业严格按照整治方案，完
善防污设施管理制度，确保设施正
常运行。严格落实“秋冬防”企业错
峰生产管控要求，5家企业已落实错
峰生产管控。同时，开展秸秆禁烧不
间断巡查，严查秸秆焚烧行为，共立
案 处 罚 秸 秆 焚 烧 案 件 3 起 ，罚 款
1500元。

村落里干净整洁，不见一处烟尘
涌起，没有一丝燃煤味道……11月 20
日上午，天色阴沉，小雨稀疏，走在尧
都区乔李镇南高村的小巷里，能够隐
隐听见旁边家户的院子里空气能隆隆
运转的声音。

自清洁取暖改造后，南高村用电
能取暖取代了燃煤取暖，家家户户安
装了空气能。

记者走进位于胡同深处的崔文亮
家，院里的水泥地面被打扫得光亮如
新，5间主房一字排开，新刷了棕色的
墙漆。一台白色的空气能安放在院子
一角，两个风扇正在持续高速转动。

“空气能已经开了十天左右了，前
段时间室外温度高，有点热气儿就不
冷 。今 早 下 雨 天 冷 ，我 又 调 高 了 几
度。”崔文亮说。

走进客厅，温度明显升高，墙壁一
侧的暖气管虽不至于烫手，但摸上去
能够明显感受到暖意涌动。崔文亮说：

“我家这五间房都取暖，取暖面积大概
有 100平方米，抛开政府补贴以外，一
个采暖季自己大概需要掏两千多元。”

“我觉得费用方面能够承受，因
为父母和两个孩子天天在家，所以整
整一冬天我从来不关空气能，按我的
取暖时间算，这个花费还可以。”崔文
亮说，“而且空气能取暖干净、方便，
设好温度，一摁开关就啥都不用操
心。”

回想清洁取暖改造之初，崔文亮
像其他人一样，存在不少的质疑，既担
心花费过高，又担心效果不好。

“当时启动清洁取暖改造时，大家
都知道这是环保大形势，必须改，关注
的焦点都在选择燃气取暖还是空气能
取暖上。当时有个说法，说是集中供暖
比燃气取暖好，燃气取暖又比用电取
暖好，我们隔壁村都是燃气取暖，所以
大家为此争论不休。”崔文亮说，各种
说法很多，自己也难以抉择。

当时，镇、村干部们开了几次会征
求意见，又多方比对，组织空气能生产
厂家的工作人员拿出详细数据给村民
们进行讲解。崔文亮说：“跟我说过几
次，我也听明白了，空气能就是首次安
装时投入高，使用时的费用比燃气取
暖还能低一些。”

如今，清洁取暖改造已经四年
了，村民们都认可了这种取暖方式。
以往一到冬天，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
出一道道浓烟的现象也彻底成了历
史。崔文亮说：“空气质量好了，心情
都舒畅了。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条件，
只能烧煤、掏灰，平日里还呼吸着充
满煤烟味道的空气，现在，孩子们不
会再像我小时候一样，扔下书包先去
掏灰。”

“清洁取暖好不好，抬头看看蓝天
就知道了。”崔文亮说：“这几年的冬
天，蓝天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好。保
护环境是大势所趋，我们每个人都理
所应当作出一些贡献。”

群众来监督 环境更美好
本报记者 柴云祥

洪洞：加强组织领导 推进散煤治理

翼城：坚持问题导向 实行精准管控

昔日煤烟肆虐 如今清爽宜人
本报记者 柴云祥

夜夜 幕 下 的 坚 守守
——市生态环境局环保夜查侧记

本报记者 刘 超 文/图

清洁取暖守护蓝天

环保前沿

检查人员在金殿镇苏村夜查检查人员在金殿镇苏村夜查

连日来，市生态环境局重点区域巡查
室一组工作人员深入东城建筑工地严查扬
尘污染防治工作，压实了施工单位主体责
任，有效减少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图①：11 月 18 日，巡查人员在四季花
都小学建筑工地检查。

图②：11 月 18 日，尧都区艺术中心建
筑工地工人根据巡查要求，现场苫盖裸露
土地。 本报记者 刘 超 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