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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扬尘管控不到位，
施工企业受处罚

16 家企业被扣信用分 14 家被罚款
■记者 何佳媛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生态环
境局获悉，
为进一步提升福州市环境空
气质量，我市各县（市）区政府、市直相
关部门加强了各类工地扬尘污染管
控。今年截至目前共有 16 家施工企业
受到扣除信用分处罚，
14家施工企业被
罚款共计134万元。

16家施工企业
被扣除信用分

□福州市
“两违”
综合治理

建新镇拆除 15 处违建
■记者 林铭/文 叶智勤/摄

14家施工企业
共被罚款134万元

14家施工企业因造成扬尘污染，
被
市城管委依法处以最高 11 万元的罚
款，
罚款金额共计 134 万元，
包括：
深圳
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外贸中心
酒店装修改造工程，
福建省艾邦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三迪枫丹雅筑（一期），
厦门
通正建设有限公司融创公馆 C 地块，
福
建警声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万寿路、
福飞
路道路工程第二标段，
福建省永泰建筑
工程公司，
中建华宏建设有限公司禹融
府，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大
东海瑞景园 CDEF 地块，
福建绿艺园林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环江路（福州学校）
永久绿化工程，
漳州园林绿化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二环路线路 21 项城市品质提
升绿化景观工程，
福建棕榈城镇发展有
限公司福州贸悦花园项目临时接待中
心景观工程，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浦下花园项目，
福建陆度建
设有限公司旭辉奥体 2019—48 标段一
项目，
厦门市海富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建
发领赋新苑项目工人住宿区，
中建力天
集团有限公司下杭商业步行街区。
据介绍，
施工单位应当落实工地扬
尘控制“六个 100%”，即施工工地周边
100%围挡、物料堆放 100%覆盖、出入
车辆100%冲洗、
施工现场地面100%硬
化 、工 地 100% 湿 法 作 业 、渣 土 车 辆
100%密闭运输。要在施工工地设置硬
质围挡，
并采取覆盖、
分段作业、
择时施
工、洒水抑尘以及冲洗地面、车辆等有
效防尘降尘措施。此外，建筑土方、工
程渣土、建筑垃
圾应当及时清
运，在场地内堆
存的应当采用不
少 于 2000 目/
100cm2的密闭式
防尘网双层遮
盖。

曝光台

市提升空气办近日在大气巡查中
发现，
中建华宏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禹
融府项目存在未采取净车出场措施、
喷
淋设施未开启、
裸土未覆盖以及车辆出
场携带大量泥沙污染周边道路、
高架桥
等问题，
造成严重扬尘污染。市建设局
建筑文明安全监察站根据省住建厅相
关规定，
扣除该施工企业信用分10分。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工作人员表示，
近期已有 16 家施工企业因没有落实施
工扬尘防治主体责任，
被扣除 1 分～10
分不等的信用分。被扣除信用分将对
企业参与项目招投标，
产生严重不利影
响，
令其中标难度大大增加。
在扣分清单中，
福建省艾邦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被扣分两次，
涉及三迪枫丹
雅筑（一区）和三迪枫丹雅筑（二区）。
其余企业均涉及单个项目，包括：中建
华宏建设有限公司禹融府项目、
厦门通
正建设有限公司融创公馆 C 地块项目、
名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阳光学院六期
项目、
福建易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福州
市金塘支路道路工程、
福建武夷八闽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鳌峰片区出让地二期
周边道路工程、
昌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市三环路沿线等 25 个路段城市品
质全面提升第一标段项目、
福建升远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后坂路电力电缆管线
施工、
福州市水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鼓
山大桥连接线DN600断头管连接工程、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业路白
马河下穿工程、
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
司鼓楼区水利局宿舍周边道路改造工
程、
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融
侨融寓项目、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城区排水管网改扩建项目（连坂片区后

坂路段管网修复）、福建省东风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玖
序公馆（标段一）以及宁波市政工程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火车北站周边道
路提升（站东路互通改造）工程。

仓山区建新镇沿街违建被拆除。

长乐开展无违建宣传
动。

■记者 徐文宇
通讯员 陈青 文/摄
福州晚报讯 为强化
群众依法建设的意识，全

■记者 李晖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1至7
月，
市医保局对全市1191家定点医药机
构开展专项检查，累计拒付违规基金
3235万元，
解除或暂停医保服务协议65
家，
暂停医保医师处方权3人，
处理参保
人 68 人，移送司法机关 3 人，移送司法
机关案件4起。
闽侯县民生医药有限公司是我市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今年 6 月，
稽查人
员通过监控视频，
发现该药店存在空刷

套刷社保卡套取医保基金行为。闽侯
医保局根据规定，拒付违规金额，该药
店被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
且 3 年内
不得申请医保定点备案。
郑某某 1 月 10 日去世。仓山医保
局调查发现，
其妻子林某某以郑某某代
理人的身份，
1月13日至3月19日，
在仓
山区东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冒卡
进行医保结算 34 次，医疗费用总金额
6550.76 元，统筹基金支付 6253.88 元。
此案涉及金额超过5000元，
涉嫌社会保
险欺诈犯罪，
已被移送警方查处。

此次活动主要以悬挂
条幅、
张贴海报、
播放广播
的方式进行。海报内容是
关于违法建筑的概念和对
于违建行为的处罚等，并
从 8 个方面宣传了违建的
危害。通过播放广播让群
众对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有更加透彻的了解。
此次活动中，执法队
员在各村（居）主要宣传场
所悬挂横幅 10 条，张贴海
报 100 余张。通过大力宣
宣传活动现场。 传，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面深入推进
“两违”
整治工 到“两违”整治行动中来；
“两违”
整治
作，进一步助力美丽乡村 让党员干部在
建设。近日，长乐区猴屿 工作中肩负起应有的责
乡组织乡、村干部深入各 任；营造不敢违、不能违、
村（居）开展无违建宣传活 不想违的氛围。

卫片核查治违
闽清全县覆盖

市医保局检查 1191 家定点医药机构

用亡夫医保卡结算
妻子涉嫌犯罪被查

福州晚报讯 前日，
建
新镇政府联合仓山区城管
局，组织执法队伍拆除台
屿路 15 处违建，总面积约
400平方米。
据介绍，此次行动针
对台屿路核心路段占用人
行道等顶风建设的违建进
行拆除，维护了仓山区的
市容环境。
下一阶段，仓山区将
继续注重精细化管理，采
取防治结合的方式巩固整
治成效，
加强监管，
防止违
建
“回潮”
。

■记者 陈木易
福州晚报讯 今年初
以来，
闽清县继续按照《福
州市
“两违”
季度卫片核查
工作方案》的实施要求，
严
格落实
“县、
镇街、
村”
三级
网格管理机制，开展覆盖
全辖区的卫片核查整治工
作。目前，该县已完成今
年第一、二季度卫片核查
整治工作，整体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据悉，在卫片核查整 行实地检查，力争发现一
治工作中，闽清县一方面 处、拆除一处、震慑一片、
通过高精度的遥感卫片 教育一方。
对地面上的建筑进行地
下一阶段，闽清县将
毯式“扫描”，对新增违建 继续按照“态度零容忍、
精准定位并标识；另一方 拆 除 零 库 存 、新 增 零 增
面 ，加 强“ 两 违 ”日 常 巡 长”的要求，坚持“有违必
查，确保日常巡查“不间 拆、拆违到底”的决心，切
断 ”、违 法 建 设“ 零 空 实结合耕地“非农化”问
间”。为将季度卫片核查 题 整 治 工 作 ，不 断 加 大
整治工作做实做细，闽清 “两违”查处力度，坚决遏
县治违办成立专门工作 制新增“两违”，确保违建
小组对乡镇核查情况进 “零增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