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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
全省各地加大污染防治力度

成都交警夜查运渣车
查处各类违法464件

查验驾驶员证件、测
量车厢高度、检查车辆外
形 ……在成都市绕城高
速天府站外，民警对每一
辆过往的运渣车进行了一
次“全身体检”。11月6日
晚至7日，成都交警开展
运渣车各类突出交通违法
行为集中整治行动，截至7
日9时，在全市全域范围
内，处罚建筑垃圾运输车
辆各类违法行为共计464
件，其中改装改型97件、
遗落飘洒载运物9件、超
载2件、违反禁令标志标
线16件。

8日，成都市正式启动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据
成都市交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应对空气污染，交
管部门提前开展了关于扬
尘治理以及大气污染防治
的相关工作，其中重点对
运渣车进行整治，对其涉
牌涉证、改装改型、沿途遗
洒、飘散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查处。

据交警部门统计，从6日晚10点至7日
9时，在全市全域范围内，处罚建筑垃圾运
输车辆各类违法行为共计464件，其中改装
改型97件、遗落飘洒载运物9件、超载2件、
违反禁令标志标线16件。

记者了解到，为应对空气重污染，即日
起，成都公安集全警之力，组织交警、特警
等多警种、多部门开展合成作战，联合开展
运渣车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
动，重点对运渣车涉牌涉证、改装改型、沿
途遗洒、飘散，违反交通信号(冲红灯)、标志
标线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加强

我市道路运渣车通行秩序管理。
成都交警提醒，交管、城管、建设、交

通、安监部门按照“常态长效”的要求，对运
渣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不分白天黑
夜，全时段全域管控。同时，进一步强化部
门联动监管，切实形成渣土车综合治理的
合成共治。对涉及渣土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坚决实行“双追责”，即在依法处罚驾驶人
的基础上，依法处罚运输企业和工地，切实
做到对驾驶人和企业法人、工地同时处罚、
跟进追责。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11月2日晚10点，整治行动开始，全市各
个点位布控警力，严查运渣车，成都商报记者
也跟随交警六分局民警一同来到绕城高速天
府站外的科华南路与锦悦东街交叉口，直击
了整治全过程。晚上10点50分，夜已深，此时
在红星路南延线上却车来车往，大量的运渣
车疾驰而过。一辆号牌为川AM0809的运渣
车行驶而来被民警拦下，并示意靠边接受检

查。民警围着车辆仔细查看后，拿出卷尺对货
箱拦板高度进行了测量。“货箱拦板1.8米，已
经超高了。”交警六分局民警王虎说，根据标
准，该车的货箱拦板高度应当为1.5米。

随后，对于驾驶员白某违规改装改型
的违法行为，民警作出了罚款 500 元的处
罚，并对该车进行了暂扣，要求车辆恢复原
状后方可上路行驶。

晚11点20分，在剑南大道与盛兴街交
叉口点位，一辆号牌为川 AC7189 的运渣
车在路上行驶，只见车厢顶部并未密封，
满载的沙石清晰可见，还不时飘落出来。
民警随即将车拦下，进行检查。“除了沿
途遗洒、飘散的违法行为外，该车还存在
放大号牌不清晰的违法。”民警说，对于驾
驶员万某的两项违法行为分别罚款 200

元，共计400元。
此外，由于该车出现了顶部未密封的

情况，装载的沙石量较多，可能存在超载的
违法行为，接下来，民警会将该车带到指定
地点进行过磅检查，进行下一步处理。

民警表示整治会一直持续到凌晨，见
车必查，违法必究。“凡是从此经过的运渣
车，均要进行‘全车体检’。”

运渣车“全身体检”违规改装改型被挡获
卡点一：科华南路与锦悦东街交叉口
驾驶员违规改装改型 罚款500元并暂扣车辆

卡点二：剑南大道与盛兴街交叉口
沙石遗落、放大号牌不清晰 两项违法行为罚款400元

查处各类违法464件 全时段全域管控

近日，一场入冬以来的大范围雾
霾天影响了我国多个城市。北京、天
津、河北、山东、河南等部分城市陆
续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了应
急响应。

今冬四川盆地情况如何？昨日，
四川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召集有关专家、学者以及环保企
业在成都召开了“2017年冬季大气
污染形势分析会商会”。据专家预测
分析，由于冷空气清除不彻底，11月
将出现2~3次污染过程；12月至明年
1月受污染气象条件制约，将可能出
现超过10天的大范围区域性污染过
程，污染形势严峻。

在会商会上，专家也对今年冬季
空气质量总体形势进行了预测分析，
由于冷空气清除不彻底，11 月将出现
2~3 次污染过程，12 月至明年 1 月受污
染气象条件制约，将可能出现超过 10
天的大范围区域性污染过程，污染形
势严峻。

其中，由于弱冷空气污染清除不彻
底、后继污染累积反弹快，11 月污染区
域主要为盆地西部、南部的部分城市，
污染程度以轻度至中度污染为主，污染
过程持续时间长达一周左右。成都、自
贡、达州等出现中度至重度污染的可能
性极大。

而今年12月份的污染区域主要为盆
地西部、南部部分城市和盆地东北部局
部城市，污染以轻度至中度污染为主，局

部城市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月初污染
过程持续时间长达10天左右，月中后期
将可能出现跨年污染过程。成都、自贡、
达州等出现中度至重度污染的可能性极
大，区域性重污染可能性大。

明年1月来说，污染区域将主要为盆
地西部、南部部分城市和盆地东北部局
部城市，污染程度以轻度至中度污染为
主，局部城市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

“受制于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冷空
气活动偏少偏弱影响，今冬污染形势严
峻。”与会专家建议，要加大污染防治力
度，加大督查检查执法力度，加强区域联
防联控，开展综合减排，及时预警，向相
关城市发出预警函，尽最大可能减小不
利气象条件造成的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受持续静稳和逆温等不利污染气象条
件影响，盆地继续维持区域性污染态势。”四
川省环境监测总站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11月6日，全省21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
PM2.5日平均浓度为76μg/m3，较前一日上
升了7.04%，其中成都、自贡、宜宾3市为中
度污染，泸州、德阳、绵阳、乐山、南充、眉山、
雅安7市为轻度污染，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截至7日16时，德阳、乐山、自贡、宜宾4市
为轻度污染，其余城市为良或优。预计，11月8
日~9日，盆地静稳不利污染气象条件将持续，
区域性污染进一步加重，盆地西部和南部局部
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
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其中
成都为中度至重度污染。11月10日，受冷空气
影响，污染气象条件将得到改善。

入冬以后，全省污染气象条件能否得

到改善？在昨日的会商会上，专家分析显
示，盆地内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水偏少，影
响盆地的冷空气活动偏少、势力偏弱，静稳
天气过程偏多，冬季中长期污染气象条件
接近2016年同期。

从未来十天来看，中前期冷空气偏弱，
盆地气温偏高，大部地方降水偏少，后期污
染扩散条件中等。而整个11月，盆地整体污
染气象条件较2016年相对较差，月内有2~3
次弱冷空气影响。成都市晴好天气较多，气
象扩散条件中等偏差。

今年最后一个月，盆地整体污染气象
条件较 2016 年相对较差，月内有 2 次冷空
气影响，成都市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到了
明年 1 月，盆地整体污染气象条件较 2017
年相当，月内有2次冷空气影响。成都市气
温接近正常，降水略偏多。

今冬全省 冷空气活动偏少、势力偏弱 由于冷空气清除不彻底 11月将出现2~3次污染过程

在剑南大道与盛兴街交叉口点位上，交警在对驾驶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在科华南路与锦悦东街交叉口上，交警正在对车辆进行检查

三环内立交桥桥柱拟全部绿化

市林园局负责人介绍，为增加我市中
心城区绿量、提升园林景观品质、优化生态
绿地系统，依据《实施“成都增绿十条”推进
全域增绿工作方案》，特制订了《2018年“增
绿提质”项目方案》。

上述负责人介绍，成都中心城区城市道路
呈现圈层放射状结构，立交桥等具有一定建设
规模，目前我市既有立交桥桥体立体绿化正在
进行专项设计。市林园局已经对二环路道路绿
化现状、三环路以内所有立交桥、引桥、立柱立
体绿化进行了调查梳理。

据前期调查梳理数据：二环路现有绿化
面积53万平方米，其中主干桥桥板下面积约
26.7万平方米。二环绿化景观现存主要问题
为绿化总量不足，绿化层次不清，植物美感
不足，景观特点不突出，桥体立体绿化有待
加强等。三环路以内目前建成但未实施立体
绿化的混凝土桥柱共计3701根（其中，二环
路391根；三环路1930根；其余道路1380根），
中心城区立交桥尚未实现立体绿化全覆盖。

为推进全城增绿的目标，市林园局拟
将二环路景观提升改造工程、中心城区立
体绿化工程任务列入2018年“增绿提质”项

目，计划在二环路实施道路绿化增绿提质，
合理配植乔灌草，丰富植物层次，优化景观
效果，实现三环路及三环路内立交桥桥柱
立体绿化全覆盖。

二环桥下将不再只有草坪

据介绍，报请审定的项目方案拟订了
二环景观提升和三环内立交桥桥柱立体绿
化两方面的实施内容。

二环路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就总体定
位、桥下植物配置、人行道艺术景观和立交
桥区小游园的景观打造做了设计。

明确总体定位及分段特色。以“五彩缀
景、浓绿环城”为主题定位。二环路园林景
观以绿色为基调，提炼东、南、西、北段区域
的发展特色和地域文化，分别点缀凸显红
色、紫红色、金色和绿色，塑造环路统一协
调，具有可识别性的绿化分段特色。

调整板桥下植物配置形式。现状板桥下
绿带为纯草坪空间，项目将以色彩鲜明、季
相变化、适应性强、效果稳定为植物选择原
则，通过种植耐阴、半耐阴灌木及花卉，在光
照充足的重要节点种植红枫等方式，增加绿
化层次，彰显植物美感，提升生态效益。

优化人行道园林艺术景观。调整二环路内

外侧人行道现有花箱101个，增加花台499个，
局部破除地面铺装，种植紫薇、石榴、桩头三叶
木等乔木670株，美化城市园林空间界面。

因地制宜建设立交桥区小游园。梳理
出立交桥区可实施小游园12个，总面积4.4
万平方米，结合二环东西南北分段特色定
位，点缀特型园艺造型植物、花树、果树等
植物，体现生态性、园艺感与艺术性。

三环路及三环内立交桥桥柱立体绿化
工程通过绿地内直接种植、硬质地面摆放
的花箱种植爬山虎的形式（设计绿地种植爬
山虎桥柱2778根，摆放花箱桥柱923根），三环
路及三环路以内的已建成但未实施立体绿化
的桥柱进行立体绿化全覆盖。

据介绍，按照方案，2018年3月启动此
项增绿提质建设工作。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二环路景观提升和中心城区立体绿化或列入明年增绿提质项目

二环桥下不再只有草坪 拟增灌木、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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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地遭遇空气污染 未来三月四川情况分析均不乐观

1111月月66日晚至日晚至77日日，，交警部门提前开展关于扬尘治理以及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工作交警部门提前开展关于扬尘治理以及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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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路绿化景观主题为“五彩缀
景、浓绿环城”，以绿色为主基调，提炼
东南西北各段区域特色和文化，分别
点缀凸显红色、紫红色、金色和绿色。

三环路以内目前建成但未实施
立体绿化的混凝土桥柱共计3701根，
通过种植爬山虎，三环及三环以内的
上述桥柱将进行立体绿化全覆盖。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政府常务会
获悉，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报请审定
的《2018“增绿提质”项目方案》将二
环路景观提升和中心城区立体绿化
列入了2018年增绿提质项目，计划开
展上述增绿工程。此举也是对“成都
增绿十条”的落实和细化。

全域
增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