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城事发布 微信：lswbwx 2019.9.16 星期一 首席编辑 杨光 美编 任兰君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张阿春报道 昨日，沈阳市生态
环境局曝光今年第三批环境违法典
型案例。其中，一污水处理厂超标排
放被罚50万元，一建筑工地夜间施工
扰民被罚 3 万元，一音乐串吧因风机
扰民被罚3000元。

今年 7 月以来，沈阳市生态系统
针对市民关注的水体污染、噪声污染
等问题集中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执法
行动。截至 8 月底，共立案查处环境
违法案件 216 件，查封案件 34 起，移
送公安案件 8起，现对其中 10起典型
违法案例进行公开通报。

目前，市生态环境局已建立环境
违法问题公开曝光制度，将定期对典
型环境违法案件予以公开曝光。

案例一：污水处理厂排放超标近
3倍被罚50万

2019 年 7 月 8 日，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康平分局对康平县城南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监测结
果显示，该单位排放的污水中总磷排
放浓度为 3.92mg/L，超标 2.92倍。沈
阳市生态环境局康平分局责令其改

正违法行为，罚款50万元。
案例二：污水处理厂多种污染物

超标被罚24万
2019年 7月 15日，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浑南分局环境监测站对沈阳浑南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桃仙污水处理厂）
总排放口进行了采样监测。检测结果
显示，该单位排放的污水中氨氮排放
浓度为7.59mg/L，超标0.52倍；悬浮物
排放浓度为22mg/L，超标1.2倍；化学
需氧量排放浓度为 60mg/L，超标 0.2
倍。沈阳市生态环境局浑南分局责令
其改正违法行为，罚款24万元。

案例三：污水处理厂总磷浓度超
标被罚15万元

2019年 7月 23日，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大东分局对沈阳环科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南小河朱尔屯
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检查，监测结果
显示，该单位排放的污水中总磷排放
浓度为 0.787mg/L，超标 0.57 倍。沈
阳市生态环境局大东分局责令其改
正违法行为，罚款15万元。

案例四：涉水企业超标排放被罚
15万元

2019 年 7 月 7 日，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有资
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沈阳市曙光
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污水总排放口
排放的污水进行采样监测。检测报告
数据显示，该单位污水总排放口排放
的污水中锌的排放浓度为 1.77mg/L，
超标0.18倍。沈阳市生态环境局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依法责令其改正环境
违法行为，罚款15万元。

案例五：私设暗管偷排污水被罚
20万元

2019年 7月 27日，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法库分局对法库县凤兴牧业有
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通
过私设暗管的方式排放污水。检测
报告结果显示，该单位排放污水中化
学需氧量排放浓度为2180mg/L，超标
42.6倍。沈阳市生态环境局法库分局
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罚款 20 万元，
并移送公安机关。

案例六：利用渗井排放有毒物质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2019 年 8 月 2 日，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新民分局会同新民市公安局辽

保大队、罗家房公安派出所共同对新
民市罗家房镇罗家房村管永立等人
经营的塑料碎片加工点进行现场检
查。现场检查发现该加工点利用渗
井排放 4.02 吨有毒物质（油/水混合
物），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沈阳市生态
环境局新民分局依法将此案移交新
民市公安局。

案例七：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被罚
3万元

2019年 7月 14日，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沈抚分局对沈阳市浑南区沈棋
路保利十二橡树园区进行检查，发现
沈阳市鑫中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施工现场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
超时施工，且夜间施工时间较长，扰
民情节较重。沈阳市生态环境局沈
抚分局责令其立即停止夜间施工，罚
款3万元。

案例八：夜间使用水泥罐车施工
被罚1万元

2019 年 7 月 22 日 22 时 10 分，沈
阳市生态环境局皇姑分局对沈阳润
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建的位于皇
姑区梅江西街以西、万山路以北的美

的城建筑施工现场进行检查，该单位
存在在禁止时间和区域内使用水泥
罐车和振捣棒等进行产生环境噪声
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构成了擅自夜
间施工的违法行为。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皇姑分局责令该单位立即停止
夜间施工，罚款1万元。

案例九：火锅店风机扰民被罚
1500元

2019 年 7 月 5 日，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和平分局对“沈阳市和平区华兴
达九香串串香火锅店”进行检查，现
场发现该单位风机产生噪声超标，超
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和平分局责令其
改正违法行为，罚款1500元。

案例十：音乐串吧风机扰民被罚
3000元

2019年 8月 15日，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和平分局对沈阳市和平区秘密
音乐串吧进行检查，现场监测发现该
单位风机产生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沈阳市生态环
境局和平分局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
罚款3000元。

沈阳市曝光今年第三批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一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被罚50万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朱柏玲报道 这个小长假的农历
八月十六晚，伴随着帅府里高高挂起
的 120 盏大红灯笼、小青楼前的“超
级月亮”，市民们提灯游览大帅府夜
景，共品帅府月饼，同赏中秋明月。
这是 31年来大帅府首次夜间开放，
未来还将推出类似的夜游活动，让更
多市民体验大帅府夜晚的美景。

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9
月14日，农历八月十六晚，沈阳博物
院（沈阳故宫博物院）主办、张氏帅府
博物馆承办的“夜游帅府 提灯赏月
——中秋节专场公益活动”在帅府花
园举行，免费邀请沈阳市民前来体验
张氏帅府从未开放过的夜间美景。

当晚，张氏帅府博物馆悬挂120
盏大红灯笼营造节日氛围，同时全

面升级馆内夜间照明设施，让大帅
府亮起来。小青楼前，一轮直径达8
米的大月亮与天上明月交相辉映，
成为现场的网红焦点。每位市民免
费领取一只红灯笼，提灯赏月。

在公益晚会上，帅府职工为观
众呈现了美轮美奂的歌舞、生动形
象的情景剧、知识与趣味相结合的
有奖问答等节目。情景剧再现了帅
府中秋家宴的场景，让大家了解到
大帅府当年过中秋佳节的场景。同
时，帅府为每位答对问题的游客提
供精美的帅府特色纪念品。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将为
未来的帅府夜游项目“醉美帅府”的启
动打下良好基础，“此次活动反响不
错，未来还会推出夜游帅府活动，让更
多市民体验大帅府夜晚的美景”。

一大波青铜器来沈阳啦，看看古
代人的洗手工具和皮带扣长啥样？

由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与随州
市久洲艺术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
安阳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良金美玉
——商周汉青铜器·玉器科普展”已
经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临展厅开
展，展览将持续至12月12日。

展出唯一铭文铸刻
经过设计的青铜器

此 次 展 出 的“ 蔡 人 缟 之 御 匜
（yí）”，看起来工艺非常细致精美。这
件兽首铜匜的流管及提手部分均装饰有
镂空蟠螭纹装饰，蟠螭相传是一种黄色
的无角龙，是龙与虎的后代，体现了龙
的威武与虎的勇猛。整件器物工艺精
美，内底有双环设计，环中有六字铭文

“蔡人缟之御匜”，这是考古发现中唯
一一件铭文铸刻经过设计的青铜器。

随州市久洲艺术博物馆胡久洲
馆长介绍，匜是古人使用的一种洗漱
器皿，通常匜和盘搭配使用，在展览
中就可以欣赏到一件名为三足带环
铜盘的青铜器文物。“它们都属于水
器，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包括炊器、
食器、水器、乐器、车马器、兵器、货币
和劳动工具等。过去说长者奉匜，少

者奉盘，就是说贵族们在举行礼仪活
动的时候很讲究，得沃盥洗手，盥洗
时长辈拿匜浇水洗手，洗完手的水弄
到哪儿？就找一个晚辈端着盘盛
水。盘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期的
盘比较浅，但足很高，后来足变得越
来越低了，最后演变成跟咱们现在的
脸盆比较接近，只是腹比较浅”。

西周贵族已经用上了精
美皮带钩 是身份的象征

此次展览展出了一个手掌长的
长形青铜器，上面还有精美花纹。“这
是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
腰带的挂钩，古又称‘犀比’。相当于
我们现在用的皮带扣，主要用于钩系
束腰的革带。带钩的构造很简单，主
要由钩首、钩体、钩纽三个部分构成，
也有个别的异形带钩无钩或无纽。
带钩的分类，可从质料、工艺、造型几
方面进行，质料就是制作带钩的原
料，以铜、铁为主，也有金、银、玉、石
等。带钩起源于西周，战国至秦汉广
为流行。带钩是身份象征，带钩所用
的材质、制作精细程度、造型纹饰以
及大小都是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

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与文献记
载，夏代已出现成套的青铜礼器；商

代，青铜制作工艺走向成熟，这一时
期的青铜器多体量巨大且纹饰精美，
并形成了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西
周时期青铜礼器发展成以食器和乐器
为中心的礼乐器系统；春秋战国时期，
时局动乱，列国青铜器出现百花齐放
的盛况，青铜器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
器功用逐渐消失。

48件青铜器多出土于“国
宝”曾侯乙编钟的“故乡”

沈阳博物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湖
北随州市古称“汉东之国”，其“随”字
最早出于西周，“汉东之国随为大”，
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成
套系列编钟惊艳世界，同时出土的大
量精美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金器、
玉器等多达15404件，许多造型奇特、
工艺精湛，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
迹”，随州也由此有古代“青铜器王
国”的美誉。此次展览选取了48件商
周汉时期青铜器和20件商朝玉器，多
出土于该地区，也是这一地区的青
铜、玉器第一次到沈阳展出。“观众可
通过临展对古青铜文化和玉文化有
所了解，并进一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朱柏玲

“良金美玉——商周汉青铜器·玉器科普展”在新乐遗址开展

这些青铜器是国宝编钟“同乡”

商周汉青铜器·玉器科普展在新乐遗址博物馆开展，将持续至12月12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31年以来大帅府首次夜间开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李娜报道“这一世我最爱的
人，我知道您从未离开我，爱您永
远，来世还做父女”“龙的传人，魂安
黄海”“母爱如大江大海永在”……

9月12日，“最美丹东”海葬线路
正式开通，当天共有27份骨灰撒海，
66位家属在“纪念墙”上写下了寄语
逝者的感人话语。现场，沈阳市民政
局殡葬管理处处长马林表示，今年沈
阳市将继续执行海葬补贴政策，对参
加海葬的每份骨灰补贴 400 元。据
辽宁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正处级调
研员张向东介绍，2012年-2018年，
辽宁省累计完成骨灰海葬33574份，
共节约土地约13.4万平方米，相当于
每年少建一个公墓。

“我大哥生前遗愿就是海葬，正
好听说丹东新开了一条线路，就选
择在开通这天过来了。”来自沈阳的
马先生哽咽着说，马先生跟大哥感
情特别好，半年前大哥突然去世了，
他到现在还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这条“最美丹东”海葬线路地点
为鸭绿江，鸭绿江发源于吉林省长
白山南麓，全长 795公里，流域面积
6.19 万平方公里，最终在丹东东港
市附近汇入黄海。

在此之前，沈阳共开设了大连、
营口两个方向的骨灰撒海活动供市
民选择。其中，大连路线于每年 3

月始至 10 月末止，每周六、周日组
织海葬活动；营口路线于每年 4 月
至 10月不定期组织海葬活动，活动
时间为 1 天，当日往返。9 月 12 日
起，市民又多了一个丹东方向的选
择，即日起家属就可报名丹东方向
的骨灰撒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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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区北海街20号
（胸科医院正门对面，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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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路在胸科医院站下车）

“最美丹东”海葬线路12日开通

逝者亲友撒花寄哀思。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