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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大气网格化动态监测系统，每个微
型空气站的实时AQI（空气质量）指数一目了
然，实时监控这些点位的大气数据变化，成都
已经建设安装好209个网格化空气微站，每10
分钟报送一次监测数据，它们主要位于居民
集中居住区、工业园区、餐饮等污染排放集中
区域及城市的风向通道等地，部分区（市）县
的点位已投入试运行，其中包括锦江区首批
建成的20个。

“今年年初‘建成120个网格化空气微站’
被纳入成都市2017年十大民生实事工作目
标，现已超额完成目标。”成都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透露，目前全市大气网格化动态监测
传输联网平台也正在调试中，争取8月投用。

目前，成都全市范围内，分布了42个国控、
省控、市控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为何还
要建立空气微站？“空气微站内设相关的微型
化设备，相当于微型的子站，会对参与空气质
量评价的六项污染物指标进行在线监测。”成
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空气微站是成都
市在已有的42个国控、省控、市控站点之外，自
主建设的微型监测站点，也是对国控、省控监
测点位的辅助，其功能是一致的，主要对辖区
内大气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能精准化监
控区域内的污染源，然后在大气网格化动态监
测系统上滚动显示实时数据。

重点在于，空气微站将以一平方公里一个
的密度加密布置，实行重点监控 ，一旦发现异

常，基层环保部门就会立刻通知所属街道环保、
城管人员赴现场勘察，采取降尘等相关措施进
行处理。也就是说，建立空气微站后能对辖区内
进行全方位、网格化监控，无论哪个点位的AQI
指数异常，都能在监测系统上直观反映出来，为
改善辖区内空气质量起到及时调度、监督的作
用。“它像是一个‘管理哨兵’和‘定点医生’，可
为我们提供一个会诊机会。通过判断哪些地方
出现了‘空气病’，及时进行调度和处置。”

该负责人透露，建成后的空气微站大规
模正式投用后，将形成监测空气质量的“天
网”，同时也会评估首批的使用效果，考虑之
后在重点点位增加空气微站的建设和安装。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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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建成209个空气微站
10分钟报送一次监测数据

说到“空气杀手”，不少人只知道PM2.5和
臭氧，然而作为两者的前体物之一，挥发性有
机物（VOCs）管控至关重要。如今，四川悄悄
放了一个大招：《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已于8月1日起正式实施。
在这份四川省强制性地方标准中，对VOCs排
放做了详细的规定，并明确企业在任何情况
下，均应该按照标准规定的大气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
施正常运行。今后，各级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
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
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
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10个重点行业的VOCs排放限值出炉
比国家排放标准收严50%以上

为什么要控制VOCs？对此，四川省环保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
大气化学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
大气的氧化能力、二次有机污染形成、人体健
康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城市地区高浓度臭
氧和二次细颗粒物（PM2.5）的形成都是围绕
VOCs的光化学反应过程。

近年来，北京、天津、河北、广东、上海、重
庆等省市均开展了VOCs排放标准制订和污
染治理的研究工作，并发布了专门的VOCs排
放标准。四川省环保厅以当前突出的大气污
染问题（PM2.5和O3）为导向，以空气质量改善
为目标，提出开展我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编制研究。

“本标准与国家排放标准相比，主要的控
制特点体现在排放限值上的‘收严’和污染物
控制项目的‘增加’。”在四川省环保厅相关负
责人看来，该标准的排放限值比国家排放标
准收严了50%以上，同时针对重点行业排放的
特征VOCs污染物，较国家排放标准增加了20
项污染物控制项目。

记者了解到，该标准规定了10个重点行
业的VOCs排放限值和控制要求，包括家具制
造、印刷、石油炼制、涂料、油墨、胶黏剂及类
似产品制造、橡胶制品制造、汽车制造、表面
涂装、农药制造、医药制造、电子产品制造行
业，涵盖了全省工业企业80%以上的VOCs排
放总量。同时还对涉及有机溶剂生产和使用
的其他行业提出了控制要求。

考虑到各行业排放的差异，该标准首先
针对不同行业，分别制订了苯、甲苯、二甲苯、
非甲烷总烃四项常规控制指标的标准限值，

还新增了国家排放标准中没有的20项污染物
控制项目，包括苯系物、烷烃、烯烃、卤代烃、
酯类、醇类、酮类等。

成都特别控制区域内企业
明年1月1日执行更严标准

当然，这份强制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而
是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的要求充分考虑了
执行时间上的区域间差异。其中，将成都市作
为特别控制区域，将成都平原城市群的德阳、
绵阳、眉山、乐山、资阳、遂宁、雅安7市作为重
点控制区域，将除上述8城市外的其余13个市
（州）作为其他控制区域。对于成都市这一特
别控制区域内的所有企业（包括现有企业和
新建企业），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第二阶段
的更严标准要求。

对于德阳、绵阳、眉山、乐山、资阳、遂宁、
雅安等重点控制区域的现有企业，留有近一
年的提标改造时间，从2018年7月1日起执行
第二阶段的更严标准要求。对于其他控制区
域的现有企业，留有近一年半的提标改造时
间，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第二阶段的更严
标准要求。

严格执行
预计可减排50万吨VOCs

各区域内的企业严格执行该标准后会有
多大的减排效果？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要
求，我省在考虑增量的基础上需要减排63万
吨VOCs，相对于2015年的131万吨污染总量
基数要削减48%以上。

在四川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看来，该标
准加严了我省重点行业VOCs的排放要求，可
以通过升级减排工程、加强监管要求和上大
压小或上大关小等办法实现重点行业VOCs
的大幅度减排，预计可减排50万吨VOCs，其
带来的臭氧生成潜势将至少减少100万吨以
上。故在严格执行本标准的前提下，能够在固
定污染源减排方面完成79%的“十三五”VOCs
减排总量，这将对大气氧化性的减弱、PM2.5
和臭氧浓度的下降起到明显的作用。

同时，本标准的实施还可以促进企业加
强对VOCs排放的治理，引导其采用先进的生
产工艺，提高污染防治技术水平，选用环保型
原辅材料，增加产品的环保性，提高重点行业
整体的生产、管理水平和VOCs防控水平。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8月9日，成都
市交管局举行“科
学治堵”市民观察
员聘任仪式，来自
我市各领域、各行
业的49名热心交通
管理公益事业的市
民被聘为“科学治

堵”市民观察员，他们将为“科学治堵”
献言献策，所提意见和建议交管部门
将第一时间办结。

据悉，“科学治堵”市民观察员将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学治
堵”市民观察员工作制度》要求，带头参
与成都交警“蓉e行”交通众治公益联盟
行动，积极谏言交通管理良策，协助宣
传公安交管工作及交警队伍的好人好
事、先进事迹，并对成都交警依法履行
职责、服务态度、警容风纪等情况进行
监督。为配合和帮助市民观察员履行职
责，市交管局确定专人负责日常联系工
作，邀请市民观察员参加交管局召开的

“科学治堵”工作会议和交警队伍建设
会议，认真听取市民观察员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并在第一时间办理和回复市民
观察员反映、转递的事项。

成都市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聘
请“科学治堵”市民观察员是我市道路
交通管理工作中一件大事，目的在于通
过市民观察员的积极参与，调动广大市
民参与城市交通治理的热情，着力构建
政府主导、企业助力、市民主体的道路
交通共治格局，通过全社会的共管共
治，实现文明畅通交通的共建共享。

作为市民观察员代表的费先生进
行了发言，他表示非常荣幸被聘为市
民观察员，角色的转变让他更能理解
交警工作。“现在从一个交通管理旁观
者变成参与者。”

同时，他对城市交通管理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在城市规划上要科学合
理，尽量避免高峰期的交叉出行；道路
设计最好能人车分流，在人车密集的地
带多修天桥、地下通道；充分发挥群众
的力量参与交通管理，“蓉e行”的运行
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宣传上实施精准
推送，建立驾驶员数据库，这样宣传效
果更加明显。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全力围剿“空气杀手”
四川出台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新标

49名市民观察员
为“科学治堵”献计献策

“大观幼儿园附近空气质量指数超标！”
看到空气微站监测到的异常数据，锦江区所
属街办迅速赶到大观幼儿园排查，原来是幼
儿园门口的工地正在推土作业产生了扬尘。
当即责令立即停工，并进行洒水作业后，空
气质量指数不久便恢复到了正常值。

监测更灵敏，定位更精准，处置大气污
染问题更迅速，就是空气微站带来的惊喜变
化。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这样的空气微站
在成都已经建成了209个，10到15分钟报送
一次大气在线监测数据信息，快速发现并锁
定污染源。

在沙河铺与二郎山路交界处，车来车往，
路边是一个被围挡的建筑工地，它对扬尘的
管控是否到位？旁边有一双“眼睛”24小时紧
盯，锦江区其中一个空气微站就安装在十字
路口距离地面四五米高的有电信天网的电线
杆上。

外观小巧，丝毫不引人注目，但你可不要
小瞧它，它能灵敏地对PM2.5、PM10、CO、
SO2、O3、NO2 6种污染物浓度进行24小时无
间断实时监控，并及时反映到大气网格化动
态监测系统上。

“无论哪个点位的空气综合指数骤然上
升，出现异常情况，都能在监测系统上直观反
映出来。”锦江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锦江区首批建成了20个这样的大气网格
化空气微站，主要分布于市中心、国控监测点

位望江宾馆周围、印刷工业与4S店园区附近，
平均一平方公里分布一个。其中，市中心有4
个点位，主要监测汽车扬尘、尾气对空气质量
的影响；国控点位附近有8个点位，主要监测
扬尘、车流量等对国控站的影响；印刷工业与
4S店园区附近有8个点位，监测挥发性有机物
对大气的影响。“这些点位可对交通要道的汽
车尾气、工业污染、扬尘等进行有效监控。”

空气微站这样一个新鲜设备，它的能量
到底有多大？面对记者这个问题，该负责人表
示，在空气微站运行前，锦江区依靠一个国控
子站和一个市控子站进行监管，随着区内多
条地铁线路同时开工，加上上百个在建工地，
监管起来压力不小。空气又具有流动性，发现
了异常情况，寻找污染源也需要调动大量人
力。而空气微站的选址将在建的地铁线路全

线覆盖，并且覆盖了大多数在建工地等重点
区域，成为国控子站与市控子站的辅助。一旦
发现异常情况，便能通过空气微站的反馈，在
其方圆一公里范围内寻找污染源，大大节约
了人力，也提升了处置问题的效率。

根据国控子站周围某一空气微站反馈的
数据显示，正常情况下锦江区在早高峰和晚
高峰时段的空气污染最为严重。“这种情况我
们便能选取合适的时段进行洒水作业控制扬
尘。同时合理地对车辆进行分流，控制汽车尾
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同时，通过监测系统，不仅能看到空气微
站的实时监控数据，还能调阅72小时的监控
情况，形成污染云图，了解锦江区在各个时段
各类污染物的浓度，为锦江区开展大气治理
工作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平均一平方公里分布一个
环保“哨兵”上岗

全市已有209个空气微站
将形成监测空气质量的“天网”

取水口
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内
禁止畜禽养殖

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打开
水龙头安心饮水、用水时，或
许很难想到一滴饮用水从头
到尾的安全保障措施有多么
复杂。“追根溯源”，这些饮用
水基本都源自成都各大水源
地。每个水源地都设立了众多
的水质监测点，当原水通过输
送泵站进入原水管道抵达水
厂后，便开启了一段脱胎换骨
的神奇旅程。水质经过净化达
到一般自来水的标准，就可以
出厂输送至千家万户。

你知道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如何划分吗？国家建立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
一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就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而言，划定水源保护区范围
应防止水源地附近人类活动对
水源的直接污染。一般河流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为
取水口上游不小于1000米、下
游不小于100米范围内的河道
水域，同时陆域沿岸纵深与河
岸的水平距离不小于50米。

根据《成都市饮用水水源
保护条例》，一级保护区措施最
为严格，禁止在地表水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使用农药和化肥；（二）清洗
车辆；（三）畜禽养殖、旅游、游
泳、垂钓、采砂、清洗衣物或者其
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四）法律、法规和该条例第十八
条禁止的其他行为。禁止在地表
水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
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
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建设项目，由区（市）县人民政
府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

成都晚报记者 涂文全

大气网格化动态监测系统

空气微站

科学
治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