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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前回家避春运 许多工人加班赶工
一周发生 ! 起安全生产死亡事故

宁波今起排查建筑施工安全
本报讯 !! 月 !) 日晚 % 点半，国家高新区智慧城一
期项目羽毛球馆工程在浇捣混凝土过程中，发生支模架
坍塌事故，截止 !' 日下午 ) 点，# 名失踪人员被发现并
确认死亡。
这是最近宁波建筑工地事故的其中一起。
宁波一共发生
从 !! 月 !# 日到今天，仅一周时间里，
了 + 起安全生产死亡事故，造成 ) 人死亡。
昨天下午，市住建委召开全市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生
产紧急会议，从今天开始，全市启动房屋建筑施工百日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市区（江东、
江北、
海曙、高新区）所
有在建房屋工程将进行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排查，只有
隐患消除后，
才能复工。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那么密集的安全生产事故？
市住建等多个部门调查后初步认为，主要是开发建
设单位赶工期和建筑施工企业违章作业等原因导致。
“时至年底，
一些建筑工地面临着工人回家过年的老
问题。为了避开春运，
现在很多工人都是要提前回家过年
的，
那到时候工地就基本上没人可用了，加上有的工地工

期紧张，
会出现加班加点的情况。加班加点疏忽了安全生产，
就容易出事情。”
“还有违章作业，就是有了法规，有了安全制度却不遵
守，
怎么方便怎么来，这也是出现问题的一个很大原因。”
检查中发现有安全隐患的，必须及时进行整改。如一时
无法整改的，
必须暂停施工，待安全隐患消除后，
才能复工。
对自查自纠不认真、施工现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
和责任人，各地住建部门及建筑安全监督机构、市安质总站
将依法严肃处理。
通讯员 叶坚垒 吴培均 记者 胡昊

废水处理设施不正常使用

余姚一污水处理公司被罚 !"" 万元
这是宁波今年环保处罚金额最高的一次
记者 张明明

近日，
宁波市环保局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行政处罚公告——
—
我局于 #(!& 年 % 月 &( 日在现场执法中发现，你公司（宁波黄家埠滨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废水处
理设施不正常使用。根据《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七条，
处以罚款一百万元。
记者查阅 #(!& 年宁波环保局公布的所有行政处罚公告，
发现这是处罚金额最高的一次。

余姚污水处理公司被罚百万
余姚黄家埠镇位于余姚北面，
靠近杭州湾，
辖区聚集
了一批印染、
电镀企业。
宁波环保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印染企业的污
水都由黄家埠滨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负责处理，但该公
司污水处理设备不正常使用，而是将污水违规排入附近
水域。环保部门对其超标排放的污水征收了排污费。因
为污水排放较多，
按照规定采用最高限额处罚，
即 !(( 万
元。
按照《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排
污单位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未经批准拆
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
应缴纳排污费按年计算。
余姚环保局公开信息显示，宁波黄家埠滨海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第三季度排污费为 !+,'-## 万元、第二季度
为 #*"+'*+ 万元，第一季度为 -"-%)) 万元，
#(!# 年第四
季度为 !&"#%-+ 万元。

该污水处理公司曾多次被罚
宁波黄家埠滨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于 #((& 年 - 月
经过宁波市环保局审批，
#(() 年 ' 月建成并投入生产，
公司负责黄家埠镇印染园区 !# 家印染企业废水集中处
理，设计处理能力 & 万吨.日，废水处理后排钱塘江水域。
#(!! 年底公司实际废水处理量约 !,# 万吨.日。
#(!! 年 !# 月 !# 日，该公司污水处理设施中的曝气
池、二沉池因改造处于停运状态。经环保部门对排放口排
放废水采样监测，排放废水中 /01 （化学需氧量）为
#%(2345（排放标准为 !%( 23.5）6色度为 !(( 倍（排放标
准为 %( 倍），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被处以罚款 #'
万元。
除此之外，余姚环保局在今年 % 月 ' 日对宁波黄家
埠滨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余姚环保局
称“经环保部门现场监察发现，你单位印染废水超标排

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
余姚环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被处罚人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
!,责令立即恢复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废水稳
定达标排放；#,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实际上，宁波环保局对污染源（废水企业、废气企业
和污水处理厂）是有监测功能的。
根据其网站信息显示，宁波黄家埠滨海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最新的监测时间是在 #(!& 年 % 月 % 日。监测因
子有氨氮、生化需氧量、78 值、六价铬、硫化物等指标。
数据显示废水排放均达到《纺织染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监测数据还表明，该公司当时的污水排放量为 !,+%
万吨.天。

地方政府斥资改造污水厂
!%&' 年达到污水排放新标准
今年 ) 月，宁波环保局长徐畅成曾到余姚黄家埠印
染园区污水处理厂召开现场会。他指出，黄家埠印染园区
污水处理厂对照新国标已处于超标排放状态，废水处理
提标改造工作迫在眉睫，关系到余姚印染行业整治验收、
排污许可证发放、刷卡排污总量控制等诸多方面。
今年 % 月 ## 日，宁波市环保局副局长胡杰到余姚市
黄家埠镇督查滨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提标”
（提高污水
排放标准）工作。
（余姚黄家
- 月 & 日，宁波环保局网站发布信息称，
埠）滨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投资 &&(( 万元实施印染废水
提标改造工程，力争在 !( 月份达到过渡期排放值要求，
#(!) 年后达到新标准规定的排放值要求。
黄家埠镇还出台重奖举报机制，对凡是有群众举报
的印染、电镀、酸洗等行业企业有偷排、漏排的行为；外来
车辆前来杭州湾黄家埠海涂倾倒废水、固体废弃物的行
为；擅自对废弃矿山私采滥挖的行为；经相关部门查证属
实，
将给予最高 !( 万元的奖励。

黄家埠该污水处理公司将污水直接排入大海

新闻链接：

!"#$ 年废水直排大海处罚案例
宁波市环保局在现场执法中发现，象山
!"#$!# 年 !$ 月 !% 日，
县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运营的水桶岙垃圾填埋场部分垃圾渗滤液
未进入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而是通过渗漏方式排入雨水管道后直
接排入大海。#$!& 年 ! 月 ' 日，
环保局对其处以罚款八万元。
#"#(!& 年 ' 月 #) 日，宁波市环保局在现场执法中发现，镇海
蛟川水处理运营有限公司超标废水排入海洋。% 月 #' 日，环保局
对其作出罚款七万元的处罚。
&"#(!& 年 * 月 #( 日，市环保局在现场执法中发现，慈溪经济
开发区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给排水管理站负责的杭州湾漂印染
园区污水处理厂产生的超标废水排入海洋。!( 月 !! 日，对其处以
罚款十万元。

戚隘桥地块两条道路完工

穿过福明家园不用再绕路了
通讯员 吴培均 记者 胡昊
从 !! 月 !- 日开始，家住福明家园三期小区里的住
户，
想要穿过小区，
已经不需要从外面的民安路绕行到沧海
路了。
福明家园中间道路、戚隘桥安置房南侧路已于近日
一起完工。尽管这两条路还没有正式命名，但已经给周
边居民的出行带来便利。
#(!( 年 !! 月，刚刚交付 & 个月的福明家园三期小
区内，就开工了一条道路，南边从民安路起点，一直到小
区内河过桥为止，路就断在了这里。福明家园的业主想
要开车穿过小区的话，得从南面的民安路绕到沧海路，
步行也一样。
为了让大家尽可能少绕路，这条路的二期工程在今

—这条路西起沧海
年 * 月复工，目前已经全部完工了——
路，南至民安路，
长度约为 *%* 米，宽度为 !' 米和 #( 米。
为什么不一口气把路造成呢？
住建部门表示，福明家园三期安置房交付以后，还有
戚隘桥安置房、江东地税大楼、戚隘桥南侧村级发展留用
地等周边地块需要进行建设，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就把福
明家园中间道路分成了两期进行建设。
这条路建成后，包括福明家园三期、戚隘桥安置房、
江东地税大楼等居住、办公场所的往来进出，都会方便
很多。
戚隘桥安置房小区南侧道路也是为了方便北侧戚隘
桥安置房与南侧村级发展留用地之间，长 !&) 米，西起福
明家园中间道路，东至规划变电站西侧，长 !&) 米，宽 !'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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