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徐方伟 张岱俊 史俊刚）
“10月份空气质量指数连续 31天保持二级
以上优良，优良率达100%，按全省最新统一
监测标准，创最好水平！”11月 1日，万柏林
环保分局对外发布消息。

我市 10月份各县（市、区）空气综合质
量指数显示，全市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其
中，万柏林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74，同比
下降 23.0%；优良天数 31天，同比增加 6天，
均在六城区排名第一……这些数字背后，是
万柏林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的生动
实践。

近年来，万柏林区坚持绿色发展不动
摇，一体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步一
个脚印——

持续实施城区绿化增彩创景和大规模

国土绿化、生态修复工程，新增园林绿地
205.53 万平方米、公共绿地 159.34 万平方
米，建成万柏林生态园、玉泉山城郊森林公
园、长风城郊森林公园等生态恢复景区，实
现 26.29万亩林地绿色“全覆盖”，建成区绿
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38.75%、44.83%，全
区森林覆盖率由建区时的 11.72%提高到
38.19%。

在全市率先完成 27个城中村的整村拆
除，率先启动15个城边村的改造提升，累计
拆除土小燃煤锅炉1.53万台，完成农村1973
户居民的“煤改电”“煤改气”，拆除城市分散
燃煤锅炉192台，改造154台燃气锅炉，全面
消除采暖期燃煤污染。同时，以“六个百分
百”为重点，建立渣土清运通报制度，实施乡
街、部门联防联控，有效控制施工工地扬尘
污染；关停取缔 198家“散乱污”企业，西山

热电、狮头水泥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业污
染防治水平全面提升；淘汰黄标车 661辆、
老旧车 2354辆、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
711辆，机动车排气污染综合治理有序推进。

持续开展碧水保卫战，以玉门河、虎峪
河、九院沙河“三河”综合治理为抓手，建成
区劣Ⅴ类水体和黑臭水体彻底消除，城镇生
活污水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5个工业、
34个雨水入河口和15个雨水泵站排水监管
实现“全覆盖”，工业入河口水质抽测达标率
保持100%。

此外，万柏林区以工业污染土壤修复为
重点，有序推进太原煤气化污染土壤修复与
综合治理试点工程；西山煤电前山4座矿山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全部通过环保验收；
矸石山绿化率达到63%，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到98%以上。

本报讯（记者 李涛 文/摄）
银杏叶黄了，枫叶红了，在阳光的映
照下美如画卷，各公园内色彩斑斓，
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这几天，市民
闲暇之余更乐于走到户外，赏秋景，
享受美好生活。然而，记者采访发
现，随着公园赏秋人数的增多，也出
现了踩踏草地、牵狗入园、景观湖钓
鱼等不文明行为，为秋景“减分”不
说，还影响了其他游客观赏。

在文瀛公园，园路沿线的绿化带
内呈现出斑斓秋色，美不胜收，不时
有游客用相机、手机拍下这宛如油画
般的美景。可是，在文瀛湖东侧，却
有这样一幕映入眼帘：两名女游客跨
入绿化带，随意在里面走动摆拍。为
了营造拍摄效果，她们甚至拽下尚未
脱落的黄叶，举起来微笑着面对镜头
自拍。尽管此时是秋末时节，地上已
无绿草，但她们这样的行为让旁人感
到极不文明。更何况绿化带内距离
二人不足一米处就立着一块牌子“树
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

无独有偶，在文瀛湖西侧，有人
竟然抛钩垂钓！市民都知道，2015
年文瀛湖内投放了3万余条锦鲤，打
那以后，每天都有市民在湖畔赏鱼，
这也成了公园的特色景致。如今天
气渐凉，鱼儿很少游到水面上，只待
明年开春后才会与游客再次“见
面”。但是，在公园内，常能见到有人
擅自垂钓。他们自己带着鱼饵、钓
竿，支开一个小马扎，坐在亲水平台
处，将鱼钩抛入水中，静等鱼上钩。
见到此景，不少游客眉头紧皱：“咋在
这里钓鱼？里面都是景观鱼，这行为
真不文明！”记者注意到，这种钓鱼的
情况在文瀛湖东侧的亲水平台处能
见到，在文瀛湖南侧的荷花池附近也
能看到。

记者从文瀛公园西南角的出入
口离开时，又看到这样的情况：一名
女子牵着一条体形较大的金毛犬，旁
若无人地进门入园，并未有人劝阻。

秋景美如画，希望相关部门加大
巡查力度，及时制
止上述不文明行
为。也希望市民
能从自身做起、爱
护环境、文明游
园，让身边的公园
真正美下去。

31天全是二级以上好天气

万柏林区10月份空气质量创最好水平

本报讯（丁洁 王春宇）11月1日，记者
从迎泽区了解到，今年以来，迎泽区坚持以
改善环境质量为中心，采取多项举措，积极
推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区域环境质量稳步
提升。截至 10月 29日，全区优良天数 184
天，优良天数在六城区排名第二。

扎实推进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整治，对19
家企业单位采取高温时段减排措施，查处10
类环境违法行为，扫除污染源监管死角和盲
点。深入推进工地扬尘专项行动,对辖区内
96处工地建立台账，列出问题整改清单，逐
一限时改正。加强生活源污染管控，投入财

政资金 280余万元，完成老军营附近 172家
餐饮企业高效油烟净化装置更换。控制道
路扬尘污染，对示范街道和一二三类道路及
拆迁区域周边进行每日4小时~8小时喷雾、
洒水降尘作业，对重点区域实行专人专车24
小时洒水降尘作业，有效控制城市道路扬尘
污染，实施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加快推进全
区任务中剩余 7台燃气锅炉改造和城南供
热分公司3台270蒸吨燃煤锅炉超低氮排放
改造。加大移动源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
集中整治建筑垃圾、渣土偷倒、乱倒等违规
行为。共查处中重型货车 1689起，违反禁

令标志 202起，抛撒遗漏等其他违法行为
2087起，处罚金额342750元。

当前，迎泽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秋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上来，结合中心城区特点，开
展“散乱污”企业和燃煤治理攻坚战，紧盯城
区边缘地带、城中村等重点区域，确保“散乱
污”企业和燃煤炉具等实现动态清零。同时
将油墨制造、包装印刷、加油站、汽车 4S店
等列入重点管控范围，对挥发性有机物进行
持续监管、专项治理，力争以更高标准、更严
要求、更实举措，全面提升辖区环境空气质
量总体水平。

本报讯（丁洁 王春宇） 11月 1日清
徐县消息，为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对标
对表“绿色办奥”要求，把省、市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部署落到实处，清徐县紧盯

“治污、控煤、管车、降尘”关键环节，坚持靶
向攻坚，在保民生、保发展的同时，全力守护
蓝天白云。

治污方面，严格落实能耗双控等要求，分
类处置“两高”项目，强化重点工业行业
VOCs综合治理，力争年内完成压减粗钢产
量任务，年底前完成美锦、梗阳、亚鑫三家焦
化企业超低排放和6家铸造企业无组织排放

改造任务。控煤方面，加快完成农村2802户
清洁取暖改造工作，持续巩固“禁煤区”成果，
加快晋万佳热源厂燃煤锅炉深度改造，确保
稳定达到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管车
方面，年底前全面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
营运类柴油货车，为重点用车企业安装门禁
系统，完成“公转铁”晋煤铁路主线工程，持续
开展油品和尿素质量抽查，严格落实非道路
移动机械分级管控措施。降尘方面，将严控
秸秆焚烧和露天焚烧生活垃圾，持续开展道
路交通专项管控行动、环境污染防治暨高铁
高速沿线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据悉，清徐县将从组织领导、执法监
管、宣传引导和督查考核上下功夫，拧紧责
任链条，严肃追责问责，
对不作为乱作为、
企业违法排污等
突出问题进行公
开曝光，全力打
好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
战，全面促进空
气质量达标。

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 今年以来，我
市上下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大力弘扬开
拓精神，推动项目签约、开工、投产，项目建
设接续推进，转型发展积势蓄能、效果凸显。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协同联动，比学赶
超的项目建设氛围更加浓厚，重点项目陆续
投产投运：太钢碳纤维三期、取向硅钢项目
进入试车阶段，中厚板生产线智能化升级项
目正在加快建设。蓝宝石晶体生产项目单
晶炉组装全部完成并实现满负荷运行。哈
工大机器人生产线部分投产。清徐精细化

工园区梗阳针状焦、亚鑫焦炉煤气制甲醇项
目实现试生产，美锦工业高纯氢项目一期工
程已投产。汾河生态修复治理四期工程建
成开园。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市纳入升级项
目库中的建设项目开复工率达 93%，省市重
点工程实现应开尽开。“三个一批”滚动推
进，签约项目 75个，签约投资额 674.6亿元，
投产项目40个，预计年产值209.5亿元，达效
率 113%，排名全省第一。全市 10亿元以上
在建项目106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9个，本年

完成投资增长 56%，对全市投资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117.6%。在重大项目建设中，示范区
有效发挥引领作用，作为深化转型的主战
场，依托其雄厚的产业优势，重点围绕合成
生物、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
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集群打造产业体系。

服务跟着项目走，以一流环境吸引投
资、储能蓄势。随着我市“放管服效”改革、

“数字政府”建设、打造“六最”营商环境的
实践，逐渐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和做法。资金跟着项目走，我市大项目投

资增长 56%，对全市投资增长贡献率达
117.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14.5个百分点。
综改示范区前三季度完成投资增长 32.9%，
高于全市投资增速 20.6个百分点，对全市投
资的贡献率达到 43.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5.4个百分点。

转型时不我待，跨越势在必行。一批批
聚焦“六新”突出谋划的好项目、大项目，呈
现出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建设落地快，
新材料、新产品和新技术多等特点，必将为
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前10月优良天数排名六城区第二

迎泽区多举措推进环境质量改善

治污、控煤、管车、降尘同步推进

清徐县靶向攻坚 防治秋冬大气污染

全市建设项目开复工率达93%

秋景宜人

莫让不文明行为
“煞风景”

本报讯（记者 毕晶晶）“小梁，真是太
感谢了，要不是你帮忙，后果不堪设想啊。”近
日，晋源区姚村镇北邵村的网格员梁雅婷在家
门口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用反诈宣传
手提袋装着的满满一袋山楂。

10月21日，村民武女士向梁雅婷求助，说
自己的手机突然卡顿无法使用。经了解得知，
武女士看到微信群里发布了一则兼职招聘信
息，工作内容主要是在一个名为“天美彩票”的
APP上转卖“彩金”，以此来赚取佣金，操作简
单，时间自由。武女士心动了，随即添加了发
布人，根据提示下载安装“天美彩票”APP并进

行实名注册。这时手机开始出现明显卡顿，并
多次弹出支付输入密码的页面，武女士这才感
觉不对劲，赶紧联系了辖区网格员。

梁雅婷看到武女士发给自己的截图，马上
意识到这可能是“木马链接”类型的诈骗手段，
马上打电话给武女士，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
火速赶往武女士家中，帮助其卸载这款软件，
在“国家反诈中心”APP中打开自检功能，对手
机进行检测。梁雅婷提醒武女士将手机恢复
出厂设置，并修改了网银、支付宝等重要账户
密码。所幸武女士的资金并没有受到损失，手
机也恢复正常使用。随后梁雅婷耐心向武女

士讲解了“冒充购物客服诈骗”“网络兼职刷
单”等常见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以及常用的作案
方式，并留了宣传资料和宣传手提袋。

“我是一名网格员，这只是尽了自己应尽
的责任。”梁雅婷说，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个反
诈宣传手提袋又“回到”她的家门口，不同的是
这次里面装了满满的山楂，微信还收到了武女
士的感谢留言。

居民险被“电诈” 网格员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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