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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石狮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93 号建议的答复函

张传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全市扬尘污染治理的建议》由我办会同

市交通港口局、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自然资源局办理。现将

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全市统筹，狠抓落实

（一）制定工作方案

今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工作，4 月份，

石狮市委办公室、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狮市环境空气

质量提升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挂帅的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环境空气质

量提升工作专班。《方案》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以扬尘

污染治理为重点，坚持与我市实际结合，提出管控措施，强化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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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落实：一是提出具体的管控措施，包括扬尘面源污染防治，道

路扬尘治理，点源污染防控，机动车船排放管控，重点区域管控，

重点时段应对等 6 大管控要点和 23 项具体工作举措；二是强化科

技支撑，主要措施包括开展走航监测，建设“智慧工地”管理平

台，引进专业机构服务等；三是加强组织保障，通过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要素保障，强化督查考核，确保任务落实。配套出台了

《石狮市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工作黄红牌警示机制》（试行），有

力保障了各项举措的贯彻落实。《方案》的印发实施，是石狮市在

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工作方面的一个创新。

（二）落实方案措施

为了完成既定目标，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工作专班办公室招聘

8 名专职工作人员，组成日常巡查小组，每日对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开展巡查、监督、管理。5 月份，专班办公室组织石狮生态环

境局、住建局等 6个部门业务精干工作人员带队检查，结合现场

情况开展培训，以战代训促进巡查小组人员迅速进入角色。截至

目前，巡查小组共开展巡查 92次，发现存在问题 141 个，发出整

改通知书 51份。巡查中发现的主要存在问题包括：工地抑尘喷淋

设施覆盖力度不够、主干道未完全硬化、裸露地表未完全覆盖、

出入工地车辆未清洗、建筑垃圾随意堆放，道路上机动车排放黑

烟等。对于发现的问题，巡查小组当场要求施工单位按照要求落

实整改，同时将现场情况通报给各职能部门、属地镇街。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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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石狮周边地区对我市大气环境监测结果有所影响，巡查小

组还前往晋江梧林、高铁泉州南站两个点位实地调查，掌握有关

情况。

6 月 2 日，专班办公室对反馈问题未能按时限整改的 6 个单

位下达黄牌警示，要求其针对反馈问题提出整改计划，明确整改

完成时限，确保问题及时完成整改。

二、各司其职，形成合力

（一）市交通和港口发展局工作措施

1.加强施工扬尘管控管理。

加强重点污染源检查。对辖区所有在建交通建设工程重点污

染源落实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

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措施开展检查。建立

在管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台账，并每月动态更新。

加强交通建设工程扬尘整治。严格按照文明施工要求，设置

硬质围挡，配套足量喷洒水设备，采取覆盖、洒水喷淋、冲洗地

面及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及时清运建筑土方、工程渣土、

建筑垃圾，对在场地内堆存的采取密闭式防尘网盖。所有在建交

通建设工程必须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和颗粒物在线监测设施，并接

入“智慧工地”系统平台管理。对未落实扬尘措施的参建单位进

行立案处罚。2022 年以来，共检查在建公路项目 32 个（次），

发出整改通知书 9 份，约谈责任主体落实施工扬尘防治措施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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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行政处罚施工单位处置扬尘不力的违法行为 1起，罚款金额

1万元。

2. 开展扬尘专项整治。

加大对高速出入口、G228 等重点路段、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

车型的执法检查力度，2022 年以来，共检查道路运输车辆 3425

辆次，未发现冒黑烟车辆。采取日常监管、联合执法、异地执法

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对渣土车的执法检查，今年以来共检查渣土

车 34 辆次，未发现扬撒行为。

（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措施

1. 健全完善规章制度。

结合我市房建市政工程实际，制定下发《2021 年石狮市建筑

工地施工扬尘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石狮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

生产标准化宣传手册》，完善规章制度，落实扬尘治理措施，明

确目标任务，督促项目参建各方严格履行建筑工地扬尘防治责任，

确保专项整治落到实处。

2.强化扬尘治理措施。一是裸露土方全覆盖。要求各在建工

地对施工现场未进行绿化或硬化的裸露场地，必须采用密目式防

尘网覆盖，即时施工区域可揭开防尘网，停工时应当随时覆盖。

二是全面实施在线环境监测联动喷淋。要求各在建工地全面安装

使用在线环境监测联动喷淋系统，对施工现场的 PM 值等环境数据

进行采集并进行实时自动统计分析，当环境数据超过预警值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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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报警并自动开启喷淋等降尘设备，喷淋系统的开启记录可追溯，

并通过网络实时上传至监管平台。三是完善洗车设施。要求各在

建工地进出口必须设置洗车台，且应配备足够压力和出水量的高

压水枪；施工现场应配备专人负责车辆、进出道路的冲洗、清扫

和保洁工作；含有泥浆的污水必须经三级沉淀池沉淀后方可排出。

3.开展集中攻坚。成立扬尘整治巡查小组，实行每日巡查制

度，对辖区内施工扬尘污染重点区域、在建项目进行全覆盖监督

巡查，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形成高压态势，集中力量整治

文明施工、施工扬尘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去年以

来，累计检查在建房屋建筑项目 258 个（次），出动检查人员 1548

人（次），督促 61 个项目设置洗车台及冲洗设施，发出《责令改

正通知单》61 份，对施工扬尘措施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依

据《大气污染防治法》予以立案查处，开具处罚决定书 6份，共

处罚金额 19万。

4.建立扬尘治理红黑榜。制定下发《石狮市建筑工程施工扬

尘治理量化考核办法（试行）》，通过建立施工扬尘治理量化考

评机制，每季度通报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情况，并在《石狮日

报》设立“工程项目扬尘治理红黑榜”，表彰先进典型，曝光反

面事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自 2021 年 4

月份起已完成两轮全覆盖检查，累计完成考评项目 258 个，考评

率 100%。已在石狮日报公告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项目扬尘治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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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榜。

5.举办扬尘治理观摩活动。2021 年 6月 11 日我局在泉州石

狮碧桂园项目二标段项目成功举办了住建系统“我为群众办实事”

启动仪式及“建筑施工扬尘防治”现场观摩活动，进一步推动行

业学习交流，通过观摩示范项目，引导、带动全市建设工程推动

扬尘整治工作常态化深入开展，进一步促进全市安全文明标准化

工作的全面开展。

6.强化“人防”整治标准，确保管控到位。制定出台《2022

年石狮市建筑工地施工扬尘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成立常态化扬

尘整治巡查小组，实行每日巡查制度，推行扬尘治理红黑榜制度，

持续深入开展施工扬尘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检查在建房屋建筑项

目 76 个（次），出动检查人员 456 人（次），责令整改违规行为

22起,发出《责令改正通知单》22 份。

7.强化“物防”主体责任，确保落实到位。督促各在建项目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六个百分百”措施，重点提升主

体防尘网封闭、施工围挡、车辆冲洗、路面硬化、建筑垃圾清理、

场区覆盖等管理水平，着力从传播途径上阻断扬尘颗粒扩散，消

除或减少施工扬尘污染现象。

8.强化“技防”智慧管理，确保治理成效。通过搭建全市在

建工程环境在线监测云平台，整合各在建工程环境监测数据，实

现在建项目扬尘治理智能化管控全覆盖。并通过扬尘超标预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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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迅速发现高值，迅速查找原因，迅速整改到位，实现精准防

控，差异化监管，提高整治效能。

（三）市城市管理局工作措施

1. 强化部署落实，严把路线审批。制定并印发《石狮市“滴

洒漏雷霆行动”暨百日集中攻坚整治实施方案》，组织召开专题

整治工作部署会，通报问题、分析原因，明确各单位职责，从源

头、执法、督查等方面推动整治工作。同时依托建筑废土管控平

台，联合交警部门及时受理城市建筑废土处置核准申请，严格审

核建筑废土运输路线、时段，引导建筑废土运输安全、有序。今

年来共审核通过建筑废土运输处置核准暨办理路线牌 14 块。

2.加强源头管理，强化路面执法。督促建设、施工、监理等

各水利项目参建方落实责任，做好项目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每月

对负责管理的在建项目开展不少于 2次的专项检查，督促落实整

改。协调各镇（街道）要落实属地管理，开展日常路面污染“动

态监管”，重点监控问题严重区域，并深入各在建工地、砂石料

场开展教育劝导，压实企业运输车辆驶离工地清洗环节，严查运

输车辆未净车上路、沿途“滴洒漏”和乱堆倒建筑垃圾等违规行

为。同时由局督查机动中队与镇（街道）组成联合执法队，通过

设点检查、动态巡查、工地盯守等方式进行昼夜执法，盯防到位，

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发现超载等问题的车辆，及时移交交警

部门处理。今年来共立案查处“滴洒漏”22起，随意堆倒建筑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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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 18 起。

3.督促指导企业，加强车辆管理。通过召开会议、约谈企业

负责人等方式，要求渣土运输企业做好车辆密闭工作，及时修补

破损的篷布和后盖密封胶条，加强驾驶员队伍的教育管理，要求

所有驾驶员在将车辆驶离工地时要做到净车上路、密闭运输，严

禁超载、超速运输，提高驾驶员文明运输意识。

4.依托举报平台，共管渣土运输。通过石狮便民热线及我局

110 举报电话，畅通群众参与、社会监督渠道，加大了对运输企

业违章运输行为的打击和震慑力度，有效的减少违章运输的国家

现象。充分发挥视频监控设备的作用，利用数字城管平台加大信

息采集力度，并及时派单，督促落实整改。同时结合环卫考评工

作，将“滴洒漏”问题严重的路段及在建工地、砂石料场通报给

相关镇（街道），同时抄告市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工作专班办公室。

5.加大机械投入，加强路面保洁。加大机械投入并提高机械

式扫路车作业功率，每天安排 16 部道路清扫车对我市各主次干道

进行路面清扫，重点针对工地出入口及滴撒漏沙土污染比较严重

的路面反复清扫保洁；加强路面清洗，每天安排 6部洒水车对我

市主要道路进行不少于两次的洒水，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洒水

频次；每天安排 2 部雾炮车，对市区主要道路进行喷洒降尘。

（四）市自然资源局工作措施

1. 按照石狮市人民政府（狮政专〔2020〕76 号）《关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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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市矿山砂石、沙土堆场扬尘管理》专题会议纪要精神，石狮市

自然资源局经市政府同意印发《石狮市建筑用砂石运输管理暂行

规定》（狮自然资〔2020〕224 号），明确属地镇政府、相关市

直单位、业主单位、施工单位各自职责，进一步规范石狮市建筑

用砂石平整、加工及其产生的扬尘和运输管理。

2.督促指导废弃石窟生态恢复治理、地质灾害隐患治理业主

单位落实治理项目产生砂石运输车辆出场地时进行高压冲洗，防

止存在带泥上路和滴撒漏上路，在治理项目红线范围设置施工围

墙，安装喷淋降尘设施，在出口出处安装雾炮等措施落实好防尘

降尘。

3. 督促指导相关镇加强对国有储备用地平整单位落实场地

安装喷淋、冲洗设施的监管，要求平整单位必要时采用绿化喷洒

车对场地现场进行洒水降尘，设置沉淀池，砂石运输车辆出场地

时进行高压冲洗，防止存在带泥上路和滴撒漏上路，在加工场红

线范围设置施工围墙并安装雾喷降尘设施，在出口出处安装雾炮

等措施落实好防尘降尘。

今年以来石狮市环境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截至目前，空气

质量优良率 100%，其中优的天数占 63.87%，同比增加 11.04%，6

项主要污染物指标均符合国家二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37，同比降低 0.31，PM10、PM2.5指标分别为 31μg/m
3
、17μg/m

3
，

同比分别降低 15μg/m3、3μg/m3。下一步，我办将以落实《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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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工作方案》各项工作为重点，统筹各方力量，

齐心做好全市扬尘污染治理工作，全面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力争

2022 年全市空气质量全面向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石狮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人事代表工委、市政府督查室、鸿山镇人大主席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