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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进入全面入户普查阶段

南海 3.7 万家企业需接受入户普查
“请你们放心，也请你们配合，此次普查工作旨在
对全区污染源进行全面‘体检’，摸清底数。”10 月 10
日，在佛山市南方包装有限公司内，区环保局副局长
李盛枝向企业介绍此行目的，随后，普查员对该企业
污染源进行全面调查。
2017 年 10 月，南海启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经过前期清查核实，南海区需入户普查数量达 3.7 万
个，为五区之最。根据部署，现阶段南海已进入全面
入户调查阶段，目前已入户调查 4000 多家企业、个体
户，大部分入户调查工作将于本月底前完成，并将于
2019 年完成成果总结与发布。
于南海而言，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有助于
全面摸清南海区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并基于此建
立动态管理的污染源数据库，绘制出一幅南海污染源
全景地图，为南海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科学指导
和数据支撑。

普查数据
或将与奖励挂钩

全区有 3.7 万个普查对象
10 月 10 日，由广东环境
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组成的南
海区污染源普查员队伍走进
佛山市南方包装有限公司，对
该企业进行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入户普查。
全国污染源普查是重大
的国情调查，是环境保护的基
础 性 工 作 ，每 10 年 开 展 一
次。自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工作启动后，南海区迅速出
台《佛山市南海区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全面
铺开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工作。
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时期资料
为 2017 年度资料。普查对象
为南海区辖区内有污染源的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范围
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
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
生、
排放污染物的设施。
为顺利推进污染源普查
工作，南海专门成立了南海区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各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区环

保、
水务、
农业、
宣传部等。
在普查领导小组的统筹
下，南海区建立覆盖普查全过
程、全员质量管理制度，由环
保部门统筹牵头，主要负责工
业源和集中式治理设施调
查，水务部门负责入河排污
口调查，质监部门协助开展
生活源锅炉调查，农业部门
负责农业源调查，交通部门
协助开展移动源调查，各有
关单位、各镇（街道）各司其
职，做好污染源普查质量保
证和质量管理工作，
全面推进
污染源普查工作。
早在今年 6 月，由南海区
各村居工作人员组成的协查
员队伍走街串巷，对全区近 6
万个清查对象进行清查。经
过前期清查核实，南海区需
入户普查数量达 3.7 万个，为
五 区 之 最 ，占 全 市 总 数 的
40%。
李盛枝表示，南海已建成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工
业源清查数据库，根据部署，
现阶段南海已进入全面入户
普查阶段，并将于 2019 年完
成成果总结与发布。

■普查员对企业预填数据进行审核。

（通讯员供图）

目前已入户普查 4000 家
在佛山市南方包装有限公司
内，
普查员们对照《第二次全污染源
普查表》的各项表格进行核实，
指导
企业完成全部数据填报工作，并查
看了该企业的印刷、复合车间及废
气处理系统。
污染源普查人力成本、时间
成本高。在此次普查工作中，南
海还聘请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
学院、广州国寰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两家第三方机构，由其选聘普
查员、普查指导员协助开展普查
工作。
其中，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
学院承担全区 3.7 万个普查对象的
入户调查工作，该学院环境科学系
环评教研室主任何秀玲说：
“我们派
出 94 位老师组成普查指导员队伍，

普查指导员学历均为本科以上，超
过六成为硕士以上学历，另有 800
名具有环保专业背景的大二及以
上年级的学生组成普查员队伍，确
保普查工作顺利完成。
”
为提高普查效率，普查队伍
将普查对象按片区进行划分，再
对普查小区进行细分，采用分组
分片区切分的方式部署各项普查
工作；同时明确规范入户普查流
程，先由企业按清单准备资料并
预先填表，而后在镇街协查员配
合下，由普查指导员带领普查员
分片区进行入户普查，对预填数
据进行审核，查勘现场并填写其
他数据，借助移动终端进行定位
及填报部分数据。
在对佛山市南方包装有限公

司的入户普查中，普查员对该企业
基本信息、污染物种类及来源、污
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污染治理设
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进行了调查
记录。
“我们会全力配合此次污染源
普查工作，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
任。”
该企业副总经理向志军说，污
染源普查工作对企业可持续发展
及改善周边居民环境均有益处，他
们早已将企业生产台账、环评资料
等收集整理完毕，等待普查员入户
调查。
何秀玲介绍，包括佛山市南方
包装有限公司在内，全区已完成
4000 多家普查对象的入户调查工
作，大部分入户调查工作将于本月
底前完成。

文/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肖长安

企业主动配合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会否“自曝其短”？此次污染源普查成
果能给企业带来什么益处？在入户调查
过程中，不少普查对象表示出不解。对
此，
李盛枝让企业负责人
“放宽心”
，
因为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对于所有普查
对象而言有益无害。
他介绍，
普查员入户普查获得企业的
污染物排放信息，
将用于本次污染源普查
成果，与环境处罚分离，且因企业上报的
数据可信度高，
其数据或将与南海环保相
关的资金奖励、资金扶持挂钩，
“这还很有
可能作为今后排污权交易的基础数据，
影
响着企业购买排污权指标。
”
“此次普查工作旨在对全区污染源进
行全面
‘体检’
，
摸清南海区各类污染源的
基本情况，
绘制出一幅南海污染源全景地
图，
为南海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科学
指导和数据支撑。
”
李盛枝说。
最终，南海将获得一份较为全面、科
学、精准的污染物排放清单，污染源普查
成果将服务于全区污染溯源、精准管控等
工作，助力大气污染、流域水环境污染趋
势研判，更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
优化、环保产业发展、企业清洁生产计划
等提供支撑。
此次污染源普查数据成果还将与南
海区生态环境数据资源中心的环保大数
据结合，
建立污染源普查原始基础数据库
及污染源普查数据应用平台，
确保所有污
染源建立
“污染源档案”
，
实现
“一源一档”
。
例如，南海的铝型材、玻璃、陶瓷、印
染、电厂等传统行业持续深化整治，
其中，
南海发电一厂更是在全省率先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环境质量有所提升。未来，南
海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中，
排污
数据与产值的对比结果还可进一步反映
相关行业产业结构是否合理，
进而推动南
海出台相关管理政策，
为行业发展谋求更
大空间。
企业亦能借此机会
“自检”
。部分自身
生产技术提升以及污染物治理水平较为
滞后的企业，也可借此机会进行检视，了
解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能源结构等是否合
理，
污染治理设施是否处于良性运行状态。
同时，本次污染源普查工作与南海区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同步开展，
污染源普查
成果将作为经济普查数据的重要参考之一。

24 小时待命 拿着手机随时会诊
心血管内科医生何伟民积极参与远程会诊与介入手术，
只为给患者及时的救治
人物小档案

24 小时保持手机畅通

何伟民，2018 南海最美医家人，南海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
师。佛山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委，
南海区中华医学会心
血管病分会委员，
佛山市胸痛中心联盟秘书。

开栏语

为推动卫生计生系统精神文
明建设，弘扬良好的医德医风，树
立道德力量，
南海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
南海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开展了第二届“2018 最美
南海医家人”和“2018 最美南海医
家亲”
推荐命名活动。
此次活动挖掘了一批医德高
尚、
爱岗敬业、
恪尽职守、
仁心仁爱
的典型人物，
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医
者的责任与担当，
践行着卫生计生
系统的核心价值观，
传承着医卫事
业的优良传统。
9 月 27 日，
在“传承品质 成就
品牌”——南海区名医暨 2018 最
美南海医家人医家亲命名大会上，
15 名
“最美南海医家人”
、
10 名
“最
美南海医家亲”
、
5 支健康医疗团队
和5支家庭医生团队获命名。
为展示最美南海医家人的精
神面貌，
凝聚社会正能量，
即日起，
本报与南海区卫计局联合推出
“2018 最美南海医家人 ”系列报
道，
敬请垂注。

文/珠江时报记者 张佳敏
通讯员 黄淑娟

生于南海，学成后回到南海从医，对于家乡，何伟民始终有一
种深厚的感情。作为南海区人民医院首批胸痛中心建设的成员
之一，何伟民主要负责远程会诊与介入手术。在家里，他经常随
便吃口饭或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要赶回医院，是时刻盯着手机
的“不靠谱爸爸”。然而，对于同事、病人来说，他却是 24 小时在
线远程会诊的称职医生。

对于心肌梗塞、心力衰竭等
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时间就是生
命。为了优化救治流程、缩短救
治时间，
2015 年，
南海区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成立。
从胸痛中心建设的学习、创
建、运行及认证过程，
何伟民积极
参与了全程。成立之初人手相对
紧缺，何伟民每隔一周就要值一
次为期一周的急诊介入班，值班
期间值班手机及个人手机均保持
24小时畅通。
为了和其他医院更好沟通，

南海区人民医院和每个医院都建
立了胸痛中心微信群，各网络医
院把需要会诊的病例资料发到微
信群上，介入值班医生通过电话
或微信进行远程会诊。
何伟民就是当时负责远程会
诊及介入手术的医生之一。因为
网络医院的数量较多，需要会诊
的病例也很多，就算是下班回到
家，他仍然要拿着手机进行会诊
和沟通，
哪怕是半夜睡觉时，
也有
可能接到需要会诊的电话。
如果有需要急诊介入手术的

病人，他还要马上从西樵的家里
驱车三四十分钟赶回医院开展手
术。因此，
他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
很零散，
而且经常盯着手机，
是个
“不靠谱爸爸”
。但在他看来：
“只
要拿起值班手机，
就没有上下班的
分别。
”
像陀螺一样转，忙到不可开
交，是何伟民留给同事谭广毅最
深的印象。
“ 他似乎是不知疲倦
的，每时每刻都在待命。去年国
庆连续四天值班，他总共只睡了
10个小时。
”

节假日只在医院附近活动
何伟民认为，
“时间对每个人
有一个病人真的出现心肌梗塞
都是公平的，
但时间的价值，
对每
时，那对于他的家人来说都是巨
个人来说却是不一样的。
”
他希望
大的打击。
”
通过他的努力，把他的时间价值
曾经有位病人在何伟民的建
无限扩大并帮助有需要的人。
议下做了手术，手术后他质疑：
在心血管内科，心肌梗塞是 “我也看到拍的片上血管是堵塞
最大“杀手”。通常病人并没有
的，但谁知道照片是不是经过 PS
明显感受到病症时，病魔却已在
的呢？
”
这句话让当时正在推他回
体 内 埋 伏 了 许 久 ，而 且 一 旦 发
病房的何伟民哭笑不得，但他并
作，随时都有可能立刻夺走病人
不往心里去。
的生命。
因为在何伟民看来，换位思
对于心肌梗塞，何伟民尤为
考是做医生最重要的素质。
“我是
警惕，
他说：
“可能对于99个病人， 医生，我也有可能成为病人或病
我们医生都过分紧张了，但如果
人的家属。这么想我就会更能理

解病人的想法了。
“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何伟民
是一个篮球迷，
但自从工作后，
对
于游泳、篮球等需要放下手机半
小时以上的运动他都放弃了。节
假日，当别人都在休息、聚会、外
出游玩的时候，他只在医院附近
活动，
随时待命。
NBA 球 星 科 比 曾 经 以“ 你
见过凌晨 4 点的洛杉矶吗？”这
句话让作为球迷的何伟民更懂
得成功来自勤奋，如果有机会见
面，何伟民想说：
“ 我见过任何时
候的佛山”。

温馨提示

■何伟民（左一）带学生查房。

（受访者供图）

慢性病患者首先一定要重
视疾病管理，尤其是“三高”患
者，要按时吃药，定期测量。同
时，
每一位市民都应该注意保持
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不吃太

咸、
太油腻的食品，
不抽烟、
不熬
夜，
适当运动。注意排遣生活压
力，保持好的心态，做好对疾病
的前期预防工作。
心肌梗塞的症状不典型，
当

出现手痛、腹痛、牙痛等身体某
部位疼痛较长时间不能缓解时，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不要讳
疾忌医，相信医生的检查治疗，
遵循医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