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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穗环宣）

广州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环境保护局获悉，

广州 2018 年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

度 35 微克/立方米，连续两年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PM10、二氧化氮、二氧化硫

浓度分别为 54、50、10 微克/立方米，同

比分别下降 3.6%、3.8%、16.7%； 一氧化

碳浓度 1.2 毫克/立方米，空气质量达标

天数 294 天

（占比

80.5%

）

，均同比持平；

未出现重污染天气。

研发手机 App监管扬尘

近年来，广州市以 PM2.5 治理为重

点， 结合实际印发实施 《广州市蓝天

保卫战作战方案

（

2018 -2020

年 ）

》

《广州市煤炭消费减量替代三年行动计

划 (2018-2020

年

)》 《广州市柴油货

车污染防治作战方案

（

2018-2020

年）

》

《广州港口船舶排放控制作战方案

（

2018-2020

年 ）

》 以及 《广州市 2018

年度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计划》。

以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到 2020

年全面达标为目标，市环保局研发扬尘

监管手机 App，住建、交通、水务和环保

等部门共享建设工程信息，各区镇街环

保监督员利用 App 巡查建设工程 25000

余次，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

同时， 采用多种新技术对环境进

行监测， 提升监管能力。 采用应急溯

源监测车开展走航监测， 重点关注高

污染区域和企业， 及时跟进查处整改。

市住建委利用无人机对建筑工地开展

全方位无死角空中巡查， 精准锁定裸

土未覆盖工地； 市环保局对城乡接合

部、 “散乱污” 场所聚集且较为隐蔽

的区域， 借助无人机开展面状搜索，

及时发现可疑场所， 结合人工巡查快

速锁定问题区域。

推进移动源污染控制

据悉， 全市累计投入运营 11225

台纯电动公交车， 建成公交车用充电

桩 4353 个， 完成了公交车纯电动化目

标。 市环保局、 市交委组织首批 30 家

物流园区及企业签署广州市物流行业

绿色公约； 环保、 公安联动加大柴油

车执法力度， 共对 22619 辆道路行驶

柴油车实施排气抽检， 对 1577 辆排气

超标车辆依法责令限期维修合格。

此外， 去年 7 月 1 日起实施非广

州市籍中小客车“开四停四” 措施，

去年 9 月 1 日起全面供应国Ⅵ标准车

用柴油， 去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供应国

Ⅵ标准车用汽油。

针对部分区域开展夜间执法

针对夜间部分区域环境空气指标

异常及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市环保局

专项开展工业企业、“散乱污”场所等废

气污染夜间执法。 各区环保、公安布设

多个点位开展夜间柴油车道路抽检执

法。 去年 11 月以来，共抽检道路行驶柴

油车 1426 辆次，对 79 辆次排气超标的

柴油车责令限期维修合格。

广州市环保局表示，近年来，虽然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向好，但 PM2.5

进入低位攻坚阶段。 下一步，将以 2019

年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 35 微克/立方米以下

为目标，深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

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 继续抓好 2019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陈海铭 梁荣忠 ）

近日， 针对烟花

爆竹进入销售、 燃放旺季的特点， 广

州警方主动出击， 严厉查处非法销售

烟花爆竹违法行为,保障市民群众共享

平安有序的节日环境。

2018 年 12 月 6 日， 增城警方依法

对全年收缴的约 16 吨的非法烟花爆竹

进行集中安全销毁。 12 月 17 日， 花都

警方在花山镇花城市场现场查缴排炮

26 排、 “888 万头特红礼炮” 等 10 类

鞭炮 25 盘； 今年元旦， 从化警方在鳌

头镇查缴烟花爆竹共 689 件。 自去年

12 月以来， 广州警方已依法对 4 名涉

嫌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的人员采取强制

措施。

春节将至， 广州警方将进一步加

大力度， 严厉打击查处非法销售、 储

存、 运输、 燃放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

为。 同时警方呼吁广大市民群众自觉

遵守 《广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

规定》， 自觉维护公共安全， 不销售、

不购买、 不燃放烟花爆竹， 安全文明

欢度佳节。 对发现非法储存、 销售、

运输、 燃放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的，

市民可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举报内

容查证属实， 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相

关人员的违法犯罪责任， 并对第一举

报人给予奖励， 每起案件一次最高奖

励人民币 2 万元。 举报电话： 110。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经营性民

办养老院将和公益性民办养老院享受

同等的护理补贴了。 昨日，广州市民政

局在其官网上发布《关于调整经营性民

办养老机构护理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按照该意见稿，护理补

贴标准调整为： 收住重度失能老年人

（一级护理）

的，每人每月补贴 500 元；

收住轻度、中度失能老年人

（二级护理）

的，每人每月补贴 300 元；收住能力完

好老年人

（三级护理）

的，每人每月补贴

200 元。

经营性民办养老院护理补贴标准提高

广州市民政局介绍，为贯彻落实广

东省民政厅等13部门《转发民政部等13

部委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

改革的通知》

（粤民发〔

2017

〕

88

号）

有关

对提供相同服务的经营性养老机构享

受与公益性机构同等补贴的要求，并进

一步规范入住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老

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工作，市民政局

起草了《关于调整经营性民办养老机构

护理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

稿）

》，并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称， 自2019年1月1日

起，广州市经营性民办养老机构享受与

公益性养老机构同等护理补贴，标准调

整为：收住重度失能老年人

（一级护理）

的，每人每月补贴 500 元；收住轻度、中

度失能老年人

（二级护理）

的，每人每月

补贴 300 元；收住能力完好老年人

（三

级护理）

的，每人每月补贴 200 元。而其

此前，经营性民办养老机构提供同等服

务享受的护理补贴分别是300元、200元

和100元。 此次调整，将其护理补贴标准

进行了提高。

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统一

委托第三方机构

意见稿规定，申请护理补贴的民办

养老机构，统一由所属区民政局通过公

开招投标选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按照

广州市地方标准《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

评定规范》（DB4401 / Tl—2018）， 对入

住本机构的老年人进行照顾需求等级

评定，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定结

果作为申请护理补贴的依据。 实际入住

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

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资助的养老机构

支付，市福利彩票公益金按照 50%的比

例给予资助。 相关资助与护理补贴一并

申报、审核、拨付。 上述照顾需求等级评

定包含动态性评定。

此外， 意见稿称，2019 年1月1日前

发生的经营性民办养老机构护理补贴

按照原标准、 规定执行。 本通知拟于

2019 年4月20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

年4月20日。 针对该通知，市民有意见建

议， 可于1月17日前向广州市民政局社

会福利处反映或提交。

广州去年空气质量达标294天

未出现重污染天气，PM2.5指数连续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警方严打非法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市民举报最高奖励2万元

穗拟调整经营性民办养老院护理补贴，公开向民众征求意见

经营性和公益性民办养老院享同等补贴

1.信件邮寄至：广州市西湖路99

号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

（邮政

编码：

510030

）

；

2. 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gzc－

qz@gz.gov.cn;

3.传真文件至：83364981。

建议社会公众在提交意见时能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以便能

和您作进一步联系。

提交意见建议途径

近日，警方对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的场所进行查处。 信息时报记者 萧嘉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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