蠡县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审批表
预警信息级别

II级

发布时间

⒛

19年 1月 4日

省应 急 中心 《关于建议做好 近期 空气污
预警 发布

染过程应对 工 作 函》和 《保 定市重污染天 气

信 息依据

预报会 商意见 》,以 及市大 气办 《关于启动重
污染天 气 Ⅱ级应 急响应措施 的通知 》

预计 ⒛ 19年 1月 5日 起 ,受 不利气象影响
预警发布信 息
主 要 内容

,

保定市将 出现重污染天气过程 ,达 到橙色预
警水平 。按照 上级要求 ,我 县 ⒛ 19年 1月

5

日 12时 启动重污染天气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

大气污染防治领
导小 组 副组 长 审
批意见

大气污染防治领
导小 组组长 审批
意见

·
蠡县大气污染防治工怍领导小纽办公室
蠡气领办 〔⒛ 19〕 001号

蠡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的通知
各 乡镇 ,县 直有关单位
根据省应急 中心 《关于建议做好近期 空气污染 过程应对 工作
函》和 《保定市重 污染天气预报 会商意见 》,预 计 ⒛ 19年 1月 5
:

日△0日 ,受 不利气象影响 ,我 县将 出现重污染天 气过程 ,达 到
橙色预警 水平 。根据 上 级要求 ,我 县 ⒛ 19年 1月 5日 12时 启动
重污染天 气 Ⅱ级应 急响应措施 。
各 乡镇 政府 、开发 区管委会 、县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办公室
成员单位按照本 地 、本部 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和实施方案 Ⅱ级
各施 工工地 。
响应措施 立 即开 展 工作 ,并 将 此通知传达到各 企业 、
-、 全面落实应 急响应减排 措施
各 乡镇 、县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办 公室成员单位按照 《保 定
18)》 要求 ,严 格落
市重 污染天 气应 急预案 修订指 导意见
=
Ⅱ级响应措施 ,具 体措施 如下
”
(一 )工 业企业按 照 “一厂一策 采取降低 生产负荷 、限产

(⒛

:

或轮流 停产 的方式降低 ⒛%的 污染物排放 量 。
(二 )县 城 区对机动车辆每 日采取 2个 车牌尾 号的限行措
施 ,县

警队在 限行 区域 ,各 主要路 口加强车辆 的管控

(三

)扬 尘 控制措施 。扬 尘 控制措施 ,除 应急抢险外 ,建 成

区停止 所有施 工工地的土石方作业 ,对 塔 吊或地下施 工 等不采取
砂石 运输车辆禁止 上路行驶
停 工措施 ;建 筑 垃 圾和渣 土运输 车 、
,

禁止 大型物流 运 输车辆 进入主城区,要 派专人对物流 企业进行检
查 。所有 企业露天堆放的散装物料 全部苫 盖 ,增 加洒水降尘频次
次

)综 合性措施 。混凝 土搅拌站和砂浆搅拌 站停 止生产 。
(五 )按 照 网格化管理要求 ,要 以乡镇 、村为单元 ,组 建 巡查
队伍 ,坚 持 24小 时不 间断巡查 ,坚 决杜 绝焚烧垃圾 、秸秆、废
(四

旧物 品、燃放烟花爆竹 和露天烧烤等污染大 气环境的行为 。
二 、认真做好督导检查工作 。
启动 Ⅱ级应急响应 后 ,县 政府和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办公
室成员单位要 组 成督导 组 ,对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督
导检查 ,强 化责任追究 。
三 是强化督导 ,督 促落实 。重污染天气 Ⅱ级应急响应期 间
县大气办将 组织专项督导 组 ,对 重污染天气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落
,

实情况 进行专项督导 ,对 于 工作落实 不到位的 ,按 照市大气办要
求 ,启 动责任 追究。
四是畅通渠道 ,沟 通信 息 。各 乡镇政府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办公 室成员单位 ,按 照 《保 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指导
意见 (⒛ 18)》 要求和职 责分 工 ,于 1月 6日 10时 前 ,报 送工业
企业和建筑 工 地停限产名单 。各 乡镇 、县 直有关单位从预警 开始
次 日起 ,每 日上午 10时 前报 送前 一 日督导检查情况 ,具 体 内容
为 :出 动的检 查人 员 、车辆 以及检 查 工业 、企业 、建筑 工地等数
量 ,发 现 问题 和处 理情况 。各 乡镇 、县直有关单位 于预警解除后

次 日 16:00前

,上 报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 。所有需报送材料

均 上 报 电子版和纸质版 。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报送至县环保 局
(联 系人 :胡 艳辉 )。 逾 期未报 送视为未落实重污染天气 Ⅱ级应

急响应措施 ,请 务必高度重视 。
本次预警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
附件 :市 大气办 《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的
通知》
蠡县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1月 4日

蠡县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力、
公室

⒛ 19年 1月 4日 印发

保定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保大气办 E⒛ 19〕 1号

关:于 启动重污染天气 Ⅱ级应急响应
措施的通知
各县 (市 、区)政 府、开发 区管委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办
公室成员单位

:

根据省应急中.心 《关于建议做好近期空气污染过程应对工作
保定市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意见》,预 计 2019年 1月
的函》和 《
5日 △ 0日 ”受不利气象影响,我 市将 出现重污染天气过程 ,达

到橙色预警水平。根据上级要求,我 市 ⒛19年 1月 5日 12时 启
动重污染天气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各县 (市 、区)政 府 、开发区管委会 、市重污染禾气应急响
应办公室成员单位按照本地 、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实施
方案 Ⅱ级响应措施立即开展工作,并 将此通知通传达到各企业、
施工 地。
一 、全面落实应急响应减排措施

应办公室成员单位按照 《保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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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下

(zO18年 )》 要求,严 格落实Ⅱ级应急响应措施,具 体措施如
(一 )工 业企业按照 “一厂一策”采取降低 生产负荷 、限产

或轮流停产的方式降低 ⒛%的 污染物排放量。
个车牌尾号的限行措施 ,市 交警支队在限行区域,各 主要路 口加
强对车辆的管控。
(三 )扬 尘控制措施。扬尘控制措施。除应急抢险外,建 成

区停 止所有施工工地的土石方作业 (包 括:停 止土石方开挖、回
填、场内倒运 、掺拌石灰 、混凝土剔凿等作业,停 止建筑工程配
套道路和管沟开挖作业 ),对 塔吊或地下施工等不采取停工措施

;

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禁 止大型
物流运输车辆进入主城 区,要 派专人对物流企业进行检查。所有
企业露天堆放的散装物料全部苫盖,增 加洒水降尘频次。

)综 合性措施 。矿 山开采 、矿石破碎企业 (设 施 )和 水
泥粉磨站停 止生产 ,混 凝土搅拌站和砂浆搅拌站停止生产 。停止
(四

室外喷涂 、粉刷、切割、护坡喷浆作业。在常规作业基础上,对
城市主要干道增加机扫、吸扫等清洁频次。
(五 )按 照网格化管理要求,要 以乡镇 (街 道 )、 村 (社 区)

为单元 ,鲑 l建 巡查 队伍 ,坚 持 24小 时不间断巡

,坚 决杜绝焚

烧垃圾、秸秆、废旧物 品、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等污染大气
环境的行为和现象。工商、环保部门联合行动,加 强对餐饮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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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净化设施运行的监管。
二 、认真做好督导检查工作
启动 Ⅱ级应急响应后,各 县 (市 、区)政 府和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办公室成员单位要组成督导组,对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强 化责任追究。
三、及时做好信息上报工作
各县 (市 、区)政 府、开发区管委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办公室成员单位 ,要 按照 《保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指
导意见 (⒛ 18年 )》 要求,于 1月 6日 10时 前报送工业企业和建
筑工地停限产名单 ,预 警期间每 日 10时 前报送前一 日督导检查
情况,预 警解除后次 日 16∶ 00前 ,将 应急响应措施的落实情况形
成文字报告,及 时报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办公室。具体 内容
为:出 动的检查人员、车辆以及检查工业、企业、建筑工地等数
量,发 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
本次预警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联 系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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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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