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冯晓/电话86298924 组版：王梨 校对：谢华海 社会民生/广告 32017.12.7星期四

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要点答问
今年以来，我区按照上级环保部门要求，全面启动排污许可证核发

工作。上半年，区环保局出台 《镇海区排污许可证核发管理工作方案》
并完成火电行业5家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年底前将再核发28家排污许
可证，到2020年前完成全部核发工作。为了帮助我区排污单位了解排污

许可证政策，顺利进行许可证申请，区环保局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

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为何要实行综合许可、一证式管理？
实行综合许可，是指将一个企业或者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许可在

一个排污许可证集中规定，现阶段主要包括大气和水污染物。一方面是
为了更好地减轻企业负担，减少行政审批数量；另一方面是避免为了单
纯降低某一类污染物排放而导致污染转移。

一证式管理，既指大气和水等要素的环境管理在一个许可证中综合

体现，也指大气和水等污染物的达标排放、总量控制等各项环境管理要
求；新增污染源环境影响评价各项要求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应当承担的
污染物排放的责任和义务均应当在许可证中规定，企业守法、部门执法
和社会公众监督也都应当以此为主要或基本依据。

实行排污许可制如何改善环境质量？
减少污染物排放是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根本手段。排污许可证抓住

固定污染源就是抓住了工业污染防治的重点和关键。对于现有企业，减
排的方式主要是生产工艺革新、技术改造或增加污染治理设施、强化环
境管理，排污许可证对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以及管
理要求进行许可，通过排污许可证强化环境保护精细化管理，促进企业

达标排放，有效控制区域流域污染物排放量。
排污许可制度如何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许可排放量即为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天花板”，

通过在许可证中载明，使企业知晓自身责任，政府明确核查重点，公众
掌握监督依据。一个区域内所有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之和就是该区域固

定源总量控制指标，总量削减计划即是对许可排放量的削减；排污单位
年实际排放量与上一年度的差值，即为年度实际排放变化量。

排污许可制如何与环评制度衔接？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都是我国污染源管理的重要制

度。如何实现环评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的有效衔接是排污许可制改革的
重点。通过改革实现对固定污染源从污染预防到污染管控的全过程监
管，环评管准入，许可管运营。环评制度重点关注新建项目选址布局、
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排污许可与环评在
污染物排放上进行衔接。

哪些企业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以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为基础，按照污染

物产生量、排放量以及环境危害程度的大小，明确哪些行业实施排污许
可，以及这些行业中的哪些类型企业可实施简化管理。主要涉及火电、
造纸、石化、钢铁、电镀、印染、氮肥、原料药制造、农药、农副食品

加工等行业。移动污染源、农业面源不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管理。
排污许可证核发时间怎么安排?
环保部以排污许可管理名录为基础，按行业分步推动排污许可证核

发。2016年率先开展火电、造纸行业企业许可证核发；2017年完成水
十条、大气十条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许可证核发，包括石化、

化工、钢铁、有色、水泥、印染、制革、焦化、农副食品加工、农药、
电镀等；2020年全国基本完成名录规定行业企业的许可证核发。

排污许可证包含哪些内容？
许可证主要包含基本信息、许可事项和管理要求三方面内容。基本

信息包括：排污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发证机关、证书编号、二维码以及排
污单位的主要生产装置、产品产能、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与确定许可
事项有关的其他信息等；许可事项包括：排污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
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重污染
天气或枯水期等特殊时期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管理要求包括：

自行监测方案、台账记录、执行报告等要求，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报告
等的信息公开要求，企业应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

企业申请排污许可证需提交哪些材料？
申报材料主要明确申请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浓度和排放量。企业目

前可通过环保部门开发的专门网上系统进行填报。

环保部门核发许可证需审核哪些内容？
主要审核以下方面：申请单位的生产工艺和产品不属于国家或地方

政府明确规定予以淘汰或取缔的；申请的单位不应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建设区域内；有符合国家或地方要求的污染

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申请的排放浓度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相
关标准和要求，排放量符合相关要求，新改扩建项目的排污单位还应满
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的相关要求；排污口设置符合国家或地方
的要求等。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设置有何讲究？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首次核发为3年，延续核发为5年，这是有考虑

的。一是有利于推动改革。短时间内要实现全国统一难度大，需要有一
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设定一个折中的有效期限有利于确保改革的正
确方向。二是有利于对新建项目及时完善环境管理。对于新建项目，由
于企业对执行排污许可事项和管理要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缩短有效期

有利于企业减少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企业依证排污的主体责任和应尽义务有哪些？
排污许可证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进一步理清政府、企业之间

的责任，政府对企业不再进行“家长式”和“保姆式”监督把关。企业
作为排污者要承诺：依法承担防止、减少环境污染的责任；持证排污、

按证排污，不得无证排污;落实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和其他环境管理要
求；说明污染物排放情况并接受社会监督;明确单位责任人和相关人员
的环境保护责任。企业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企
业自行申领排污许可证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依证自主管理排污行为的责任；通过自行或委托开展监测、建

立排污台账、按期报告持证排污情况等自证守法的责任；依法依证进行
信息公开的责任；当产排污情况等发生变更时或许可证到期应自行申请
变更或延期的责任。

企业如何通过自行监测说明自身污染物排放情况？
企业开展自行监测，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状况是其应尽的法律责

任。自行监测结果是评价排污单位治污效果、排污状况、对环境质量影
响状况的重要依据，是支撑排污单位精细化、规范化管理的重要基础。
符合法定要求的在线监测数据可以作为环境保护部门监管执法的依据。
当环保部门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企业的环境管理台账、排污许可执行报
告等不一致或抽查发现有超标现象时，可以责令作出说明，排污单位可

以通过提供自行监测原始记录来进行说明。
区环保局排污许可证咨询电话：8629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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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居民提案大赛举行

“自己的事情自己来解决”
本报讯 （记者胡谷怀 贝顼

通讯员黄超梅 胡玲珑） 近日，由
区民政局举办的首届“百姓议员
自我服务”居民提案大赛在招宝山
街道举行。大赛通过全民动员的形
式，激发居民自治活力，调动老百

姓“自己事情自己解决”的积极
性，让更多群众主动参与社区自
治。

庄市街道兴庄路社区部分小区
因年数已久又缺乏物业管理和后期

维护，楼道内小广告“横行”，大
量杂物堆积堵塞通道，电动车不按
规定停放，火灾等安全隐患突出。
对此，社区居民史云飞在社区的支
持下，组建了“清道夫”志愿队。

队伍通过宣传发动，积极营造小区

整洁的环境；明确分工，排摸问
题，做到不漏查不漏整。

据史云飞介绍，“清道夫”志
愿队在改变小区楼道以及小区内杂
物乱堆放状况的同时，努力提升居

民的环保意识，促进邻里更加融洽
和谐，这些做法获得台下评委团的
一致好评。

在招宝山街道海景东苑小区，
居民特别向往“远亲不如近邻”的

邻里情谊。于是，海景东苑小区的
居民带着“三助”自治站概念来到
大赛现场。自治站主要发挥小区人
脉优势，挖掘有一技之长又愿意奉
献的志愿者，根据他们的特长和居

民的需求，建立若干个服务小组，

构筑居民自治、小事互助、大事众
助的小区自治互助框架，营造“远
亲不如近邻”的“高楼大墙门”文
化，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激励居民参与小区建设，努力实现

小区和谐、睦邻、宜居的目标。
此次大赛从8月份启动，经过

前期的宣传、征集、初评和优化
后，最终从全区74件提案中选出31
件提案入围。在最终评选阶段，各

参赛社区居民从自身实际出发，发
现身边问题、提出相应方法，并讲
述具体组织实施。评委团从提案内
容合理性、操作可行性、资金使用
合理性、居民需求程度和管理制度

等多个方面出发，对提案进行评

定。经过激烈角逐，石塘下社区的
“徽·音”艺术团队促社区居民融合
提案以91分的成绩夺冠。此外，参
赛的前20件优秀提案将得到政府的
资金支持。

“此次大赛竞争为辅，展示交
流为主。”社区工作者协会刘迪说，

“居民提案大赛是激活社区自治细
胞，挖掘居民骨干，促进居民自治
的重要途径。通过项目化运作的方

式，由政府出资，动员社区居民从
社区共性需求和挖掘身边资源出
发，将社区问题变成提案，并提出
解决办法，既缓解了社区矛盾，又
推动了社区居民自治。”

女司机车胎被扎
好心人出手解围

本报讯（记者朱旭 通讯员王
云鸿）两天来，区人民医院内科医师
江秋燕闲暇时打开微信朋友圈，总
会在同一条消息下看到许多新的点
赞。尽管这条消息上传的照片中仅
有一个换胎下蹲动作和远去的轿车

背影，却收获了近60颗“心”，囊括了
她的大半好友。

事情发生在12月3日15时许，江
秋燕驾车带着儿子外出办事。快到
江北时，江秋燕发现左侧一辆红色

轿车右车窗摇下，里面的年轻司机
伸出手，指了指自己车身后方，似乎
在提醒什么。

“难道是车胎有问题？”江秋燕
立刻将车停到路边，下车查看车胎

情况。果然左后胎已经瘪了，上面扎
了个钉子。

“这可麻烦了！”从未换过胎的江
秋燕看着破胎，一时束手无策。这时，
她听到了一个声音：“姐姐，备胎和换

胎工具都在你车上吗？我帮你换。”

江秋燕抬头一看，发现提醒自
己的那个年轻司机已将车停到附
近，挽起袖子正准备帮忙。见此，她
连连点头，随即打开了汽车后备箱。

取备胎、置千斤顶、卸破胎……

一连串动作在这个年轻人手里不到
一刻钟便完成了。直到对方娴熟地
放好破胎和工具后，江秋燕仍有些
反应不过来：“这么快就好了？”

“我以前在4S店上过班，想不到

今天能帮到别人，感觉不错！”年轻
司机笑笑，随即又提醒道，“虽然车
又能上路了，但还是尽快去换正常
胎吧，备胎毕竟不能长用。”

看着小伙额上的汗珠，江秋燕

满心感激，再三询问才得知这名热
心小伙叫陈少钦。“小事一桩，别放
心上。”短短几句话后，小陈便向江
秋燕道别，驱车离开。

“他的热心让我觉得生活中充

满温暖。”江秋燕坦言，作为医务工
作者，救助他人早已成为惯常；而这
次的意外受助，让她更深地体会了
“帮助”的幸福意义。

周日让我们探秘孔明锁
孔明锁，民间有“别闷棍”

“六子联方”“莫奈何”“难人木”
等叫法。其内在奥妙无穷，不用钉
子和绳子，完全靠自身结构的连接
支撑，就像一张纸对折一下就能够
立得起来，展现了一种看似简单，

却凝结着不平凡的智慧。这种三维
的拼插玩具内部的凹凸部分啮合，
十分巧妙。

本期的“指南针”青少年活

动，一起来探秘孔明锁。通过几何
分割，组成多种锁定方式，领略榫
卯艺术的奥秘与趣味。

本周日9:00—11:00，让我们
相约宁波帮博物馆。欢迎7—15周

岁 中 小 学 生 报 名 参 加 ， 电 话
56800606、56800608，满额即止。

（记者林意然 通讯员张维娜）

骆驼医院“药膳节”下周二开幕喽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然而

“如何科学食补”却也困扰了不少关
注养生的人。你知道哪种药膳才适
合自己吗？

12月12日，骆驼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将开启首届“药膳节”，为

广大市民免费提供冬季养生咨询，

参加活动的居民现场可免费品尝药
膳一份，参与“中药灯谜”活动，
猜中即可获得精美小礼品一份。

（记者朱旭 通讯员朱铭燮）

厚德镇海
文明 城之

【公益平台】

昨日上午，澥浦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动手制作本土美食松花团，在锻炼孩子们动手能力的
同时，传承传统美食。 （记者邓建雄 林宇航 通讯员戴旭光 摄）

传
统
美
食
我
来
做

超市咖啡过期
顾客获赔三百

本报讯 （记者林意然 通讯

员许华鑫） 近日，我区消费者田
先生在位于蛟川街道的某超市购
买了伯朗咖啡，支付了4.7元，却
发现此咖啡已经过期，保质期截
止2017年10月。田先生与该超市

负责人协商，要求赔偿，在与对
方交涉未果之下，田先生向12315
投诉，请求帮助。

区市场监管局接案后，根据
消费者田先生提供的情况，辖区

执法人员立即着手展开调查，并
到该超市开展调解。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五十五条规定，该超市同意赔偿
300元给田先生，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商家

对自己销售的产品有保证其质量
合格的义务,应将过期产品及时下
架处理，对临保产品，商家要做

好醒目提示。消费者在购买时，
也要多关注食品的有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