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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茅超群 方璐
迪）“五水共治”以来，成效明显，水

质提升显著，但仍有一小部分人没
有转变思想观念，继续以往的粗放

型生产模式，偷排直排现象仍然存
在，水环境污染在隐蔽的地方仍然
触目惊心。

今年3月以来，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路南中队的执法队员在“六小
行业”排查的基础上，开展“定期巡
河，寻找污染源”行动。期间，在路
南担水桥泾一河段，执法队员在巡
查期间发现，每天上午8时左右，河
面总会流淌着白色污水，并且随着
天气的转热，河水还散发出阵阵臭
味。循着白色污水流出的源头方
向走去，执法队员们找到了“罪魁
祸首”——一家豆腐作坊。气味刺
鼻、污水横流、生产环境脏乱差，到
处堆放着杂物，地面放置豆制品的
塑料桶已发黄发黑，几十袋黄豆随
意堆放……这是队员们进入作坊
的第一感受。执法队员当即对该

“黑作坊”进行调查取证，并将污水
抽样带回进行检测。

经调查，这是一家无证生产豆
制品的小作坊，位于后阮村厂房的
一大棚内，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平
日里生产豆制品产生的污水就是
从管道直接向外排放，排放口也没
有安装任何污水处理设施。“安装
净水设施，成本太高了，我们小本
经营，哪会去想弄那些东西。”作坊
老板坦言，废水确实是未经处理直
接向河道排放。据了解，制作豆腐
产生的废水属于高浓度有机废水，
在环境中发酵，散发出刺鼻的恶
臭，且生产废水进入地面水环境，
会引起附近水体的严重恶化。

鉴于该作坊涉嫌无证生产，执
法队员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核实调
查处理，目前已依法取缔。

治水，先治污，而治污的根本
在于治人，约束人的不良行为，转
变发展观念，才可以阻止或减少污
染的发生。

治水先治污
黑心作坊污水直排被依法取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 凯
通讯员 石林欢 梁 影）日前，城管
队员小梁拿着登记表、笔，对南官
河周边挨家挨户地做着登记，记录
着沿河每一户信息并备注好住户
或商户经营类型,各个店铺的地址、
联系方式、身份信息，特别是对小
餐饮隔油池、油水分离器、油烟净
化器等处理设备检查是否都已安
装。

检查、登记、指导、反馈，这些
日常工作小梁早已轻车熟路，但她
告诉记者，别看流程重复，实际却

经常“状况百出”。当天，在某店内
后厨，小梁蹲下身子顺着排污管的
走向一路探去，最后发现污水并
没有按要求接入排污管道，此
时，细心的小梁却发现登记本上
写着该店己购入水油分离装置
了，“店里水油分离装了怎么不用
啊？都买了也别浪费了。”询问后
得知，店家是怕麻烦。于是小梁
又给店老板好好讲了一通水油分
离的必要性。“像这样的道理几乎
每天要讲上十几遍，工作就得慢
慢做，不回头看一下，即便装好

了装置却没有用起来，那等于白
做。”小梁说。

每天的常态化巡查，也让小梁
对每家店铺的更换情况了然于
胸。看到正在装修的店铺时，如果
确认是餐饮店的，小梁便会马上进
行宣传和指导，“后厨的油污是不
能直排的，需要安装油烟净化器、
水油分离器、隔油池。”“来，我带你
去附近那家店看看标准的设置是
怎么样的，可以参照。”……小梁告
诉记者，很多新开店的老板常常会
感谢这种提醒，防止他们重复装

修，而对小梁来说，这样的提前管
理轻松很多，也方便很多，店主们
也都更配合执法工作。

据了解，今年以来，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以深化推进“五水共
治”工作、全面“剿灭劣!类
水”为目标，以南官河治污剿劣
工作为载体，实现铁腕治水、科
学治水、合力治水。对南官河路
桥街道段进行包干分配，从多方
面、多角度提升巡河力度，做到
无盲点、无遗漏，确保河道治水
成果实现长效化。

强化源头控制
助推治污剿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 凯
通讯员 祝文苑 方璐迪）日前，路
桥 人 民 法 院 下 达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1004行初4号，对浙江
春和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变更前
为台州市正禹建设有限公司） 诉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为水利行政处
罚一案进行一审判决，维持对该
公司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倾倒淤泥
案处罚 45000元人民币的行政决
定。

2017年 5月，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接到消息，有船只将淤泥运
送至蓬街镇五条河河岸并倾倒。
该局直属三中队执法队员立即出

动，乘坐小型汽艇到相关水域巡
查。果不其然，当队员到达时，
发现一艘铁壳运输船正通过挖土
机铲斗将淤泥倾倒至河岸边，另
外还有三艘满载淤泥排队等待

“卸货”。“我们到的时候，他们
已经倾倒了 13船次将近 390立方
的泥了。”据当时在现场的执法
队员小许回忆，“我们立即向船
只驾驶员了解情况，这些船只都
是台州市正禹建设有限公司组织
的，泥是椒江区三条河河道疏浚
产生的，他们私下跟盐业村委签
了一张淤泥回填的协议就倒过来
了。”

区水利海洋渔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蓬街镇盐业村五条河是镇
级河道，未经审批擅自倾倒，妨碍
行洪后果严重，一旦河岸坍塌更是
不堪设想。直属三中队当即对相
关船只进行控制，并立案调查，同
时要求当事人将河岸线10米范围
内的的淤泥清理干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禁止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
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
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
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
的行为”，决定对其罚款45000元。

浙江春和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表示
不服，提起诉讼。路桥法院一审驳
回其诉讼请求。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也常常碰
到像浙江春和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这样不懂法的当事人，他们以为和
受纳方私下有协议就不属于乱倾
倒了。事实上，未经水利部门审
批，都不能擅自在江河湖泊管理范
围内建设或者倾倒。”直属三中队
队长陈世雄说，“今年在水行政方
面，我们要敢抓敢管敢作为，一方
面加强宣传，普及法条，另一方面
也要加强巡查，严密监控，打好五
水共治攻坚战。”

随意倾倒淤泥
一生态建设公司被罚45000元

日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青年执法队员到椒江集中献血站，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践
行五四精神，树立当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意识。 本报通讯员 梁 影 摄

暂扣生产经营工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
凯 通讯员 王喜芳）螺洋街道辖
区内有10个高层住宅小区，176
幢高层建筑，高层住宅小区数量
居全区第二，存在数量大、管理
水平差距大、多拆迁楼盘、居民
普遍安全意识薄弱等特点。为
有效保障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落
实区消安委指示，完成螺洋街道
重点工作布置，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螺洋中队开展了一系列整治
行动。

发挥职能促整改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螺洋中

队分小组式，分小区分模块分楼
层划定责任区域，开展地毯式排
查，对排查结果进行统一登记，
对问题住户建立更细致的“一户
一档”。

过程中，该中队对存在违建
的业主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
书，要求业主自行拆除，未按期
拆除的联合螺洋街道代为拆
除。自整治以来，排查出例如安
装消防通道防盗门、电梯入户
门、楼道安装衣柜鞋柜、封闭通
道门等多种违建行为共计170余
起，业主自行拆除50余起，代为
拆除120余起。

此外，该中队还通过积极受

理群众关于小区违建的投诉，迅
速做出反馈，及时跟进整治进
程；每周开展一次小区夜巡逻，
对前期整治进行“回头看”；并不
定期开展突击检查，以巩固整治
效果，促使形成常态化的消防安
全检查。

上下联合大整治
“电动车请不要放在楼道内

充电。”“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
乱堆放杂物。”期间，在街道班子
统一指导下，该中队协同辖区派
出所、消防、社区村居进行多部
门联合执法，对电动车楼道内充
电、堵塞消防通道、破坏消防设
施等行为由派出所、消防部门进
行查处；综合执法部门及时发现
案情，并在部门间快速共享流
转，发挥最大协助作用。

此外，该街道辖区的各个小
区都建立了物业管理微信群，由
中队长出任群主，及时传达物业
相关信息，推送相关法律法规，
并做好业务交流指导，充分发挥
微信及时、迅速、便捷的作用。

该街道还不定期召开辖区
各住宅小区物业负责人会议，了
解小区运行情况和现状，促进各
小区物业之间的学习交流和共
同进步，取长补短。

彻底整治消防隐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 凯
通讯员 茅超群）自去年12月，路
南街道召集物业、社区等召开高
层建筑消防安全整治推进会以
来，该街道统一思想认识、部署整
治任务、明确整改方案、层层落实
责任，积极排查整改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管理突出问题。

据统计，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路南中队联合街道展开了地毯
式搜查，共排查路南辖区共4个
高层小区、81幢高层建筑。

通过前期的排查发现，该街
道高层住宅小区存在不少消防
安全隐患：部分住户私设防盗
门、违规使用瓶装煤气；电梯口
杂物堆放、出入不便；消防栓遮
蔽，消防通道被占用；电动车违
规停放充电，机动车占用消防车
道，阻碍消防车通行，如发生火
灾，后果不堪设想。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

队员提出了相关的整改意见，能
当场整改的当场整改，不能当场
整改的责令其限期改正。

由于大多数住户安全意识
不高，存在侥幸心理，前期自行
整改完成率不到 20%。今年 1
月，路南中队配合街道正式展开
拆除行动，对高层建筑存在的违
建设施实施统一拆除，共计拆除
消防通道违建60多处、防盗门50
多处。通过此次整治，切实消除
了一批火灾隐患，确保了辖区内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形势的持续
稳定。

该中队负责人说，安全无小
事，执法中队还将继续排查高层
建筑消防设施、消防通道等，防
止违建违规现象反弹。同时，强
化监管，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
消防安全制度，做好日常消防安
全管理，定期开展防火检查，确
保消防设施完善。

拆除违建狠抓整改

路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
凯 通讯员 陆珊珊）高层建筑，
特别是高层住宅小区，人员密
集，其消防存在隐患将直接威胁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年12
月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路北
中队协助路北街道，集中力量针
对消防登高场地被占用、消防通
道堵塞、管道井电缆井未封堵或
堆放杂物等消防“一类问题”，对
辖区内高层建筑开展“消防隐患
清零”行动。

据统计，目前路北街道高
层建筑共有264幢。针对辖区高
层建筑数量多、情况复杂等问
题，路北街道联合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路北中队、路北派出
所、路北消防中队等于2017年
12月组织成立街道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整治工作组，制定实施
方案，明确治理工作目标、任
务和措施，细化工作职责，掌
握检查自查要求，迅速部署组
织开展工作。

在对辖区高层建筑消防安
全初步排查后，路北中队会同
路北街道多次组织“回头看”，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跟进检查，
督促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
复核，保持长效，同时督促各
物业服务企业 （管理单位） 对
缺失或损坏消防器材 （应急

灯、疏散指示、灭火器、消防
水带、防火门） 及时补全、修
复，落实消控室远程监控及尽
快启动物业维修基金。

“由于高层建筑规模大、功
能多、结构复杂，发生火灾后火
势蔓延快、疏散困难、扑救难度
大，其发生火灾后危害性比其他
建筑更高。目前随着高层建筑
的增多，摆在面前的消防问题就
更加不可忽视。”路北中队中队
长祝勇胜表示，执法队员在安全
整治过程中边整治边宣传，耐心
劝导居民积极主动配合整治，一
起动手清理堵塞或占用消防车
通道、消防楼梯、楼梯间、疏散通
道、电缆井和管道井的杂物，强
制拆除防盗门、玻璃门、鞋柜等
设施或搭建物，补全消防登高场
地（面）标识。

“以前大家都直接把家里的
杂物堆放在消防通道和楼梯口，
现在好了，杂物都被一一清理
了，一些坏了的消防设备都在维
修了，我住着安心多了。”住在高
层的李大爷为执法队员点赞道。

该中队负责人表示，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整治刻不容缓，清除
消防隐患，治愈建筑“沉疴”，需
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关注消防，
平安你我，让我们居住的高层更
加安全。

全力清零消防隐患

路北：

螺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