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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卢晓燕）日
前，市环境保护局举办“团队精神
与执行力”专题讲座，特邀江苏大
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周辉授课辅导,
全局干部职工聆听了讲座。

周辉教授以经典鲜活的案例，
讲授了新时代最具生命力的组织
形式——团队、团队建设初期的重
点和团队发展中的障碍与应对等

相关知识，并就如何培养团队精
神、提升个人执行力提出了独到的
见解。整场讲座主题鲜明、生动形
象、讲解透彻、意义深远，对培养团
队良好执行力、打造优质高效环保
队伍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专题讲座让全体干部职工对
团队精神与执行力有了更加深入
的认识和理解。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贾秋
敏 特约记者刘茂峰）在 11 月
20日举办的 2016“新南洋杯”江
苏·靖江环明湖自行车公开赛
上，由 30 多位环保志愿者组成
的靖江环保志愿者骑行团，在大
赛结束前参加群众骑行，用实际
行动践行低碳环保的理念，倡导
绿色出行。

环明湖自行车公开赛是以
靖江牧城生态园的明湖命名、按
照省级比赛标准举办的自行车
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第二届
环明湖自行车公开赛由靖江市
体育局、靖江市环保局、靖江市
滨江新区办事处、靖江日报社主
办，靖江市报业传媒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靖江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承办，江苏新南洋绿色科技有限
公司总冠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近 200 名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齐
聚在长江之滨的靖江牧城生态
园明湖赛道，展开激烈角逐，上
演了真人版“速度与激情”，奏响
了“大美靖江绿色出行”的生态
环保主旋律。大赛还设群众骑
行组，靖江本地 300余名环保志
愿者、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组成

10个团体方阵，参加群众骑行 5
公里，体验骑行快乐，倡导低碳
出行，宣传生态环保、绿色健康
的城市品牌。

大赛得到了环保志愿者的
热烈响应，来自全市各地的30余
名环保志愿者报名，组成环保志
愿者骑行团，他们穿着统一的环
保志愿者服装，脚踏公共自行
车，扛起环保志愿者旗帜，绕明
湖赛道骑行一圈，宣传清爽靖

江、生态靖江的环保理念。
市环保局主任科员王桂彬介

绍，第二届环明湖自行车赛的成
功举办，向市内外公众传递了健
康、环保的发展理念，是靖江生态
环保品牌推广的一次大盛会。

据悉，在大赛举办前一天，
我市 10多名环保志愿者还沿着
城区人流密集道路骑行，宣传清
爽靖江、大美靖江和绿色出行的
环保理念。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茂
峰）11月 18日，靖江赤子之心环
保中心的志愿者与靖江市渔政
执法人员、渔民代表一起在长江
靖江段进行增殖放流，共放流青
鱼、草鱼、鲢鱼、鳙鱼等四大家鱼
等10万斤。来自市一中、赤子之
心环保中心的鞠鑫、高琴、刘炼、
陆小军、陆剑耘等身着蓝色环保
志愿者服装参加。

鲢鱼对于清洁长江水质、改

善长江水体质量都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青鱼属于滤质性的鱼
类，水中的污染物可以减少水的
富营养化。市渔政站工作人员
介绍，四大家鱼是长江原有物
种，也是我国淡水养殖的主导品
种。由于水质污染、航运、过度
捕捞、破坏性挖沙等原因，长江
鱼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改
变，导致长江渔业资源持续衰
退，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四大家

鱼。最近十多年，渔政部门每年
都举行各类鱼种放流活动，以恢
复长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环保志愿者们表示，希望通
过环保志愿行动，让更多的市民
公众关注长江资源的保护，通过
增殖放流，使我们的母亲河长江
水生动物更加多样化，同时也希
望更多的人加入环保志愿者队
伍，一起行动保护长江，建设清
爽靖江，共建绿色生态家园。

本报讯 （见习记者沈宇辉
全媒体记者贾秋敏 特约记者徐
健丰）靖江重点排污企业将进入刷
卡排污时代。记者从市环保部门
了解到，今年，泰州市在我市7家企
业率先开展刷卡排污控制系统改
建工作，目前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即将进入验收实施阶段。对企业
实施刷卡排污，此举在全省领先。

为了从源头对污染进行管理和
控制，江苏省率先开展“刷卡排污控
制系统”的改建创新工作，泰州市和
苏州市是省内第一批试点地区。根
据泰州市“刷卡排污控制系统”改建工
作安排，泰州市约150家企业将纳入
该项改革创新工作，其中，涉及我市化
工、热电、造纸、印染等行业13家重点
排污企业，如帝斯曼江山制药、苏源热
电、国信靖江发电、久盛印染、京伦染
织等企业，这些企业将在未来两年逐
一进行刷卡排污控制改造。

市环保局总量科工作人员介
绍，刷卡排污，即在企业排污系统中
加装“总量控制器”，控制器直接控
制企业污染物排放阀门，企业需要
在环保部门下发的排污 IC卡中充
值排污量，才可进行排污。每个企
业的充值总量由环保部门分配核
定，并进行公示，再分摊到每个月存
入排污 IC卡中。控制系统设有预
警功能，一旦月额度排放量用掉
80%，系统就会发出警告，并通过短

信或电话提醒企业负责人调整生
产；如果排污量用掉了90%，就会发
出红色警报，环保部门会对企业发
出书面警告；当企业的排污权指标
用完时，管理平台就会自动关闭污
染源排放口阀门，杜绝企业超量排
放，从而实现污染排放的总量控制。

除了刷卡排污控制系统之外，
环保部门还将构建排污有偿使用
交易平台。企业如果不认真治理
污染，超出额定排污量之后，只能花
重金通过交易平台购买其他企业手
中多余的排污权。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地区排放总量是定额的，所以
企业也只能“限量”购买排污权，甚
至有可能因承受不起而停业。

泰州市环科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泰州市刷卡排污控制系统有多
项技术创新，能实现总量和浓度的
双重控制，是科技环保、智慧环保
的集成组合。建设的自动监测与
刷卡排污平台，可以发挥系统监控
的乘数效应，这将使环保监管由被
动转为主动，同时倒逼企业减少排
放、提升效益，淘汰落后产能，实现
精细化管理，促使企业主动转变生
产方式，利用有限的环境资源，产
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介绍，我市刷卡排污控制系
统的改建工作走在泰州前列，额定
的 13家排污企业的排放总量占全
市排放量的90%。

本报讯 （通讯员张辉平）根据
环保部和省政府的要求，靖江市新
十圩港大桥断面被列为国家“水十
条”考核断面，需在2018年前达到地
表水Ⅲ类标准。为了确保达到考核
目标要求，市政府委托南京大学环
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靖江市
新十圩港大桥断面水体达标方案》。
近日，这项方案通过了专家评审。

近期，我市政府组织召开了水
体达标方案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
了河海大学、东南大学、省环科院
和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 4位
专家。会上，委托编制单位介绍了
达标方案的主要内容，与会专家对

达标方案进行了审查和提问，市有
关部门、镇(街道、园区、办事处)对
达标方案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
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达标方案
编制规范、内容全面、措施可行，根
据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后，可以报
泰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根据达标方案内容，我市围绕
十圩港水质达标目标，明确重点控
制单元，提出工程和管理清单，确
定实施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以工
程、管理的实施来推动水环境质量
的改善，确保十圩港流域的水污染
防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按
期达到考核目标。

本报讯 （通讯员张正明）为
加强环境安全应急管理，提高企业
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熟练掌
握应急处置流程，11月 18日上午，
市环保局组织江苏中燃油品储运
公司开展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
练，泰州市、靖江市两级环保部门
负责人到现场进行观摩指导。

演练主要内容是模拟一油船
靠泊码头内侧装油作业时突然发
生输油软管爆裂，引起油品泄漏，
部分油品流入江中，可能引发水环
境污染的应急处理。整个演练从
应急反应、分析研判、控制和消除
污染、处置信息报送、应急终止等
全过程进行了模拟处置，参演的相

关人员从直观上、感性上真正认识
了突发环境事件，增强了环境应急
意识，不仅检验了中燃公司应急预
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提高了
环保部门、中燃公司、供油船只三
方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协同反
应水平，提高了应急能力，演练达
到了预期的效果。

演练结束时，泰州环保局应急
中心于仕荣主任进行了点评，他对
此次演练的准备、过程和效果进行
了肯定，同时建议中燃公司在环境
应急管理上要“抓早、抓小、抓防控”

“练人、练物、练能力”，进一步做好
重大事故应急的各项准备，切实提
高环境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我市出台办法对
红线保护区实施生态补偿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茂峰
陈伟 全媒体记者贾秋敏）近日，
市环保局联合财政局印发《靖江市
生态红线保护区生态补偿暂行办
法》，规范全市生态红线保护区生
态补偿工作。

《办法》明确了生态补偿范围，
以直接承担生态保护责任的单位
（部门、镇、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为
补偿对象，将具有重要生态功能作
用、提供重要生态产品的生态红线
区域列入补助范围，具体包括《江

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确定
的生态红线区域。生态补偿的资
金来源包括省级生态补偿转移支
付资金及市财政生态补偿专项资
金，全部用于生态红线区域内的环
境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具
体用于生态恢复、环境综合整治、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污染源关停、
搬迁、整治、提标改造以及生态红
线区域保护立标、规划、监测、研究
等项目。

《办法》要求各单位切实增强主

体责任意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
入，按照《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
规划》实施要求，编制生态红线区域
保护规划和年度生态保护计划，加
强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
效，每年年终将生态补偿资金使用
情况报送市环保局、市财政局备
案。市环保局将会同市财政局及相
关部门共同做好全市生态红线区域
监督管理评估考核工作，并根据评
估考核结果、生态红线范围、保护级
别等安排补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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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环保志愿者参加骑行现场。 盛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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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爽靖江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