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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9 月 24 日
从市改善省城环境质量领导小组办公
室了解到，我市已展开专项治理行动，
严打拆卸国六重型燃气车后处理装置
违法违规行为。

2019 年 7 月 1 日，我市已经率先实
施重型燃气车国六排放标准，禁止生
产、销售不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燃
气车，进口重型燃气车应符合国六排放
标准。不过，随着贵金属价格不断上
涨，部分司机、不法分子却盯上重型燃
气车辆的后处理系统。近日，生态环境
部对我市展开空气质量改善监督帮扶，
发现部分车主擅自拆除国六重型燃气
车三元催化器进行出售，并通过加装信

号屏蔽器干扰车载诊断系统（OBD），对
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据测试，国六重型燃气车后处理装
置缺失后，各种污染物会上升 30 倍左
右。如人为拆除后处理系统，氮氧化
物、甲烷排放将分别上升 36倍和 29倍，
基本相当于国一排放标准水平。

按照安排部署，我市生态环境、公
安交警、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将
集中开展巡查摸底工作。我市明确，9
月底前，要摸清辖区内国六重型燃气车
保有量、经销商、检验机构、维修机构、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等基本情况。根据
摸排结果，市有关部门将对国六重型燃
气车销售、使用、检验、维修、回收等环

节开展全方位检查，对车主拆除倒卖、
经销商回收返现、维修厂虚假维修、检
验机构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予以
查处。预计 11月底前完成集中整治。

目前，我市已成立路检路查组，将
国六重型燃气车擅自拆除三元催化器、
加装信号屏蔽器干扰破坏机动车车载
排放诊断系统（OBD）等违法行为纳入
检查范围。

在车辆检测方面，明确将尾气后处
理装置状况作为检测重点，对疑似存在
拆除、临时更换污染控制装置情况的车
辆重点核查，严打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
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等违
法违规行为。在车辆维修方面，重点监

管提供以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
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排放
检验的维修服务。

在运输企业监管方面，重点查验机
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OBD）是否正
常，并接入太原市重型柴油车远程在线
监控平台，对于定期排放检验初检超
标、遥感监测氮氧化物排放数值异常、
通过在线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
（OBD）平台对氮氧化物报警的国六重
型燃气车辆，列入重点检查对象。

在车辆销售方面，严打销售不达标
燃气车辆违法行为，以及汽车经销商回
收国六重型燃气车辆三元催化器等违
法违规行为。

拆卸国六重型燃气车后处理装置？严查

劫后余生，王桂
花和程来存无比庆
幸。夫妇俩更加珍
惜当下，更加努力地
生活。

“我们就是一辈
子生活在农村的农
民。为了生活再好
一些，除了种庄稼
还折腾过好多事。
做过凉粉、冰糖葫
芦，卖过绿豆芽、回
收过废品，如今又
养蜂卖蜂蜜。只要
人勤快，日子肯定
是越过越好！”程来
存说，跟以前一年
挣不了几千块钱的
窘迫日子相比，自
己现在一年挣好几
万元，家里宽裕了
不少。

两个儿子继承
了自己勤劳的品质，
在外努力打工，每年
也能挣不少钱。再
加上政府在知识、
资金、保障方面的
大力扶持，现在身
上总觉得有使不完
的劲儿。

下一步，程来存
除了继续养蜂生产
蜂蜜之外，还打算
把省农科院扶持建
造的种植大棚里培
育的上千棵树苗移
植到田地里，建个
几亩地的果园，让
丰收的香气飘得更
浓更远。

“ 一 分 耕 耘 一
分收获，有勤快劳
作 才 能 迎 来 丰 收
喜 悦 。”程 来 存 和
王 桂 花 对 此 深 信
不疑。

记者 孙耀星

本报讯（记者 张秀丽）“单
位真的太暖了，速效救心丸就放
在这个特制的小药瓶里，挂在钥
匙扣上随身携带，关键时刻能救
命！”西山煤电东曲矿准备队的一
名矿工高兴地说。

9 月以来，东曲矿工会考虑
到 35 岁以上职工心血管疾病发
病率较高，为给他们在井下多提
供一份生命保障，该矿以科室、队
组、班组为单位，陆续发放了 830
瓶速效救心丸，确保每班生产作
业时都配有速效救心丸。

“你用心工作，我们尽心守
护。”药瓶虽小，却为矿工们的健
康增加了一道安全屏障。为了
方便职工携带，该矿还专门定制
了带有钥匙环的“平安东曲”随
身小药瓶，让职工可以将药随时
带在身上，十分方便。在药品发
放现场，工作人员还为每一名矿
工详细讲解井下急救知识及速
效救心丸的使用要点，引导大家
熟知井下急救的流程、熟悉药
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正
确施救。

本报讯（记者 张勇）9 月 25
日，美特好集团旗下四大网红
新品牌体验店正式亮相太原。

为对接新消费需求，响应
市 委、市 政 府“ 品 牌 强 市 ”的
号召，顺应我市消费提质增效
格局，美特好集团积极探索零
售新渠道，打造定位新生代的
美好生活网红品牌体验店，孵
化了主打面包餐厅品牌“可熨
贴了”、高质量护肤美妆会员仓
储 品 牌 店“Too Young City
有氧式”、二厨制造体验店品牌

“ 多 歌 儿 COOKCOOL”，以 及
高端体验酒类品牌“ALLIN 酒
晤”。

在现场，美特好集团负责人
表示，这 4 个全新概念品牌是美
特好的升级版，意在聚力将太原
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的网红城
市，激活城市发展的网红基因，让
太原的消费市场更加年轻有活
力。

美特好再添
新零售网红
品牌店

小药瓶 大爱心

东曲矿
为矿工配备
速效救心丸

有专家帮扶 有政策保障

娄烦养蜂夫妻：把生活酿得比蜜甜
9月23日，在娄烦县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来自米峪镇乡柴厂村的村民程来存和王

桂花夫妻俩，在乡政府的推荐下带着自家酿造的几十瓶蜂蜜设摊展示，吸引了参观者
的踊跃购买。夫妻俩高兴地告诉记者，国家的帮扶加上自己的勤快，曾经的苦日子如
今过得像蜜一样甜。

在娄烦县静游镇
美美公社的丰收节主
会场，一个个巨大的鲜
红遮阳伞下整齐摆放
着一张张大红桌子，桌
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
的农村土特产品，有土
豆、玉米、南瓜、辣椒、
蘑菇……程来存和王
桂花夫妻俩高兴地站在
桌边，守着自己写有

“云顶山蜂蜜”几个大
字的罐装蜂蜜。“米峪
镇乡领导很关心我们，
也很重视我们的蜂蜜，
一直让我们过来参展，
说肯定能找到好销路，
我们就过来了。”程来
存高兴地边说边给记者
冲了一杯蜂蜜水，澄黄
色半透明的蜂蜜水散发
出浓郁的槐花香气，喝
下去，满口清甜甘馥，
回味无穷。

眼前的程来存身形
瘦小，皮肤黝黑，今年
65 岁。妻子王桂花稀
疏花白的头发下一脸笑
意，今年 58岁。虽然早
已不再年轻，但他们对
生活却保持着年轻人一
样的热情。

为了侍弄好 80 箱
蜜蜂，产出更多更好的
蜂蜜，夫妻俩风餐露
宿、历尽艰辛。如今，
他们生产出了包括野
菊花蜜、槐花蜜、板蓝
根蜜、百花蜜等多个品
种的优质蜂蜜，在周围
十里八乡颇受欢迎。
程来存说，对于自己的
养殖产业，国家每年还
补贴几千元钱。养殖
中遇到问题还可以咨
询省农科院养殖专家，
各种帮扶行动让自己
的小产业发展越来越
顺畅。

走进程来存和王桂花
家的院落，迎面看见的就是
满目的绿色。各种树木和
蔬菜庄稼，种植得层层叠
叠、郁郁葱葱。绿色中点缀
着色彩绚丽的花朵，有橘色
的君子兰、粉色的月季、紫
色 的 三 角 梅 …… 十 分 养
眼。一股香气飘来，那是红
彤彤的苹果、粉嘟嘟的桃
子、绿生生的脆梨、黑油油
的葡萄……而一旁的白色
拱形种植大棚内，则培植着
各种果树苗。程来存说，这
个种植大棚是省农科院包
村扶贫时帮他家打造的。

看着如今勤劳能干的
王桂花，你可能想象不到，
十四年前的她，曾是个无助
的癌症患者。当年王桂花
鼻尖上长了一个小肿块，并
且迅速长大，去医院一查居
然是鼻尖基底细胞癌。虽
然做手术将肿瘤切除了，但
在医生看来，这种癌症转移
风险很高。虽遭此厄运，程
来存和王桂花却没有沉沦，

他们索性回到家里一门心
思劳作起来。除了侍弄庄
稼、喂牲口，两人每天还要
上一趟家附近的云顶山，既
能锻炼身体又能捡拾点蘑
菇、羊肚菌、灵芝之类的野
味改善家庭伙食。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锻炼+药养”的作用下，原
本身体虚弱面色苍白的王
桂花脸上渐渐多了红润，身
体也一天天硬朗起来。一
年多以后，去医院复查时，
医生惊讶于王桂花不同于
普通癌症病人的好气色，其
检查结果一切良好。后来
王桂花又去医院多次复查，
检查结果仍旧是一次比一
次好。直至最后一次医生
说：“别再来了，你已经全好
了！”

在患病期间，夫妻俩再
次得到了来自政府的帮助，
医保政策帮助他们报销了
绝大部分医疗费用。而他
们家每年还能得到政府的
各类生产生活补贴。

设摊展示 感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