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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新年第一天，当大家沉浸在
元旦的节日氛围中时，一众专家却聚在
成都市环保局的会议室中，开始了对成
都新一年环境保护工作的出谋划策和
集思广益。

这是昨日下午市环保局组织召开
的“成都市环境保护专家建言献策座谈
会”。来自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华
大学、四川省环科院、成都市环境保护
科学学会等等高校、科研机构的环保专
家们，与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们围坐在
一起，共同讨论成都在2018年，如何打
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在这场座谈会上，专家们纷纷献计，
为成都的大气、水、土壤三方面系统科学
地治理，提供了科学智慧的参考建议。

如何加强环保综合治理？
专家建议整合高校、院所、企业等
科研资源

首先发言的专家是四川大学教授
尹华强。他认为，成都2017年的环保工
作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大气精
准治理和科学治霾，让我们实实在在看
到了效益”。

在尹华强看来，污染治理发展的大
趋势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可能是我
们解决成都大气环境问题的一个方
向”，他认为，科技创新用在环保领域，
就是综合治理，成都应该抓住这个大趋
势，在综合治理上做出成绩。

他表示，成都在环保综合治理方
面，有丰富的资源优势。“成都那么多高
校都有环保相关的学科，人才也非常丰
富，还有环保科研机构，如省环科院、成
都市环科院等”，如果能够真正有效地
把我们省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科
技力量结合起来，资源整合，形成创新
资源集聚的一种态势，建成相关的平
台，建立相关的机制，“环保工作肯定会
更进一步”。

另一位四川大学教授楚英豪则建
议，除了成都市要有整体的空气质量保
障的解决方案之外，其实每个区域都可
以细化方案，形成针对性的区域解决方
案，并做好区域联动。

加强水、土壤环境保护
监控管理必不可少

关于水污染治理，西南交通大学教
授付永胜首先认为，要加强宣传，加强
认识。他称，其实成都到目前为止，水资
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但大家普遍认识还
不足，总觉得不缺水。而这一方面，需要
加强观念上的普及。

另一方面，他建议加大监控设施建
设。他表示，当前，没有在掌控范围内的
排污口还有很多，还存在很多没有手续
的排污口，比如小区的，养殖场的，还有
一些非法企业的等等。这些就需要进一
步加强监控监管。

另一位西南交大的教授刘丹在
土壤的污染防治领域提出了建议。刘
丹认为，土壤的污染防治也需要强化
污染源的源头控制。所有的污染问
题，都是由于污染源的存在，通过一
定的污染途径，释放了一定的污染物
才受到污染，所以“一定要把污染源
控制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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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收获235个优良天
治理大气要“一年比一年干得好”

首起违法：高速上逆行被查

2017年12月31日19时许，四川高

速交警四支队路面巡逻民警在多功往
天全收费站方向发现一辆逆行小轿
车，当时雅康高速雅泸段已于18时许

开始试通车，路面车流量大，情况十分
紧急。

巡逻民警立即通知站口民警在
多功收费站进行拦截，经查，轿车驾
驶员因上高速后，不熟悉路况，遂逆
行，民警已对其进行严厉批评教育，
并待进一步处理。

雅康高速交警称，这是雅康高速雅
泸段开通后民警查获的首起违法行为。

预言成真：泸定进出口堵上高速

在没有通车前，雅康高速相关人
员就曾预言会拥堵，原因如下：

首先是在雅康高速雅泸段开通
后，原来大量走318国道进藏的车辆，
都要走雅康高速，同时也会有大量自
驾的车辆，经过雅康高速到泸定、海螺
沟和喇叭河游玩。

其次，泸定互通和泸定县城高差
达250米，为此施工方在互通立交下布
置了四个回头弯，在4.5公里距离内，克
服了200米高差。因泸定县城到互通立
交有5.7公里距离，沿途大多为两车道，
大量车辆下高速后，都要到泸定县城，
再往天全或康定走，势必会产生一定
拥堵。

果不其然，1月1日中午，成都商报
记者从高速交警四支队处了解到，在
泸定收费站处，返程车辆已经排起长
队。“返程的车辆比较多，五条车道全
部堵满，都快倒逼上高速路主线上了，
我们正在加紧排堵。”雅康高速大队负
责人王涛说。

拍照被查：二郎山隧道外多人停车

雅康高速沿线不乏风景优美之

处，尤其是二郎山隧道等一些关键性
节点，采用了景观照明技术，让许多人
留恋。1月1日中午，天气晴好。许多驾
驶员不顾自身安全，在二郎山隧道外
停车拍照被查获。雅康高速交警劝离
上百人次。

雅康高速交警特别提醒驾驶员，
景观带的设计是为了缓解疲劳，为了
自身和后车人员的安全，不要因观看
洞顶画面而突然刹车，停车拍照也非
常不安全，是不允许的，违者将以非
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被依法处理。
此外，雅康高速开通后的半年内，只
允许蓝牌车辆和新能源汽车上高速，
大货车、大巴车、危险品运输车均不
能上高速。

周杨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雅康高速交警供图

雅康高速雅泸段试通车一天后：

部分路段拥堵较严重 多人停车拍照被教育

车辆排起了长队

新年第一天
打好“三大战役”
环保专家建言献策

2017年12月
31日18时，雅康
高速雅泸段试通
车。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从四川高
速交警四支队了
解到，通车后1小
时，一辆雅安牌照
的小轿车就在雅
康高速上逆行，这
也是雅康高速雅
泸段开通后民警
查获的首起违法
行为。此外，备受
关注的二郎山隧
道外，也有多人停
车拍照被教育。

来自市环保局的空气质量监
测数据足以说明2017年“气质”的
提升—— 2017年成都市优良天数
达到235天，优良天比例为64.4%，
主要污染物浓度均呈明显下降趋
势，其中SO2、NO2、PM10和PM2.5
年 均 浓 度 较 2016 年 分 别 下 降
21.4%、1.9%、14.3%和11.1%。

这些“看得见”的实效，是政
府、企业与市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来之不易、令人欣喜。今年以来，全

市各级各部门按照“治霾十条”、大
气污染防治“650工程”的总体部
署，积极行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落地落实。

去年以来，成都先后召开多次
科技治霾现场办公会和科技治霾技
术与产品应用推广会，先后协同中
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实施了

“多尺度喷淋喷雾除霾技术”项目，
组织市气象局、中物院成都科技中
心、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成都易态易

优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自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在人工增雨、逆
温层人工影响、雾霾吸除、汽车尾气
治理等领域凝练了一批雾霾治理技
术项目。今后，更多环保“神器”将走
进我们的生活——

天府广场周边，“超细清水雾
技术”已经“上岗”。中国民航飞行
学院新津分院试验场上空，一架直
升机正穿过高度仅为100米左右、
厚度近200米的贴地逆温层，向目

标区域播撒超低温液氮……
235个优良天数，印证了大气

污染防治的各项行动对空气质量
的有效转变。2017年1月1日-12月
31日，PM10、PM2.5年均浓度分别
为90、56微克/立方米，相较于2013
年PM10浓度150微克/立方米，下降
了40%；相较于2013年PM2.5浓度97
微克/立方米，下降了42.3%，圆满
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所规定的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2017年12月22日晚，一场散
发温度与热度的龙门阵，在城南
一家茶馆里愈摆愈深。市长与市
民代表共坐一堂，摆起了大气污
染防治。

“‘今年的空气就是比去年
好’，我经常说这句话。总体来说，
人们普遍都感到今年空气是优于
去年的。”成都理工大学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教授方方点赞。

“我们经常会晒朋友圈，今年
成都阳光明媚的日子越来越多。
成都的环境在发生变化，这个是

大家有目共睹的。”成都新潮传媒
集团行政总监赵宏武的语气里带
着骄傲。

点开“蓉e行”平台，选择停驶
日期，点击提交，不一会，市民张建
就收到了平台推送的确认消息，

“这次我申请了3天的停驶申请，加
起来我已经在‘蓉e行’上申报了37
天，获得了370个积分”。来自成都
市交管局的信息显示，自去年7月
23日，成都交警“蓉e行”众治联盟
平台上线以来，注册用户已达27万
余人，“私家车停驶申报”总天数达

35909天，申报车辆6483辆。
来自国内共享单车两大领导

品牌摩拜和ofo的数据显示，成都市
共享单车累计注册用户总数已超
千万人，日活跃用户也在百万量
级；自2016年11月、12月相继在蓉
投放以来，成都市民使用这两大品
牌单车的骑行总里程已超8亿公
里，减少碳排放量约10万吨，相当
于植树约2000万棵，相当于约2万
辆汽车一年的排放量。

市民行动了起来，企业也“不
甘示弱”。在2016年11月27日零时，

成都拉响重污染天气蓝色预警后，
国电金堂电厂等8家火电、水泥、玻
璃行业企业积极响应，严格执行倡
导性措施，对重点污染源进行特殊
管控，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主动落
实环保主体责任。国电金堂电厂和
三瓦窑电厂降低生产负荷、减少用
煤量、压减发电量，金堂电厂达到
稳定超低排放要求，三瓦窑电厂减
排30%；都江堰拉法基、四川亚东和
四川兰丰水泥公司停止部分生产
线、加大SNCR喷氨量，氮氧化物排
放总量同比均减少50%……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235个优
良天是2017年的成绩，更是对2018
年的鼓励。解市民之忧、谋民生之
利，让市民们生活“一年更比一年
好”，成都仍需要“一年接着一年
干”，更要“一年比一年干得好”。

为让市民看到更多蓝天、呼吸
到更加清新的空气，成都将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始终把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作为政治责任、时代责任、民生责
任，念兹在兹、主动担当，推动污染
防治常态化长效化。在新的一年，将
以开年抢跑、起步冲刺的精神，继续
抓好污染防治各项举措，以铁的手
段、一以贯之的恒心坚决抓好环境
治理和生态建设，推进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力争打赢蓝天保卫战。

当务之急，便是抓好《成都市
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行动方案》工作措施的贯
彻落实，打好今冬明春的大气污
染防治战。

其次科学谋划，做好顶层设
计。按照省三大战役办印发的《四
川省蓝天保卫行动方案（2017－
2020年）》要求，制定2018年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方案；为保证我市优良
天数稳步提升，制定“AQI100”方
案；同时，根据我市夏季和秋冬季
污染形势，分别制定《夏季臭氧防
控行动方案》和《秋冬季雾霾防控
行动方案》，持续改善我市大气环
境空气质量。

第三狠抓重点，分布有序推
进。继续狠抓扬尘治理、“散乱污”
整治和面源污染控制，不歇气、重
监督、强执法，确保“十三五”期间，
我市年度空气质量目标任务的完
成有后劲、可持续、能见效。计划在

全市开展挥发性有机物达标监测
检查工作；对全市成型生物质锅炉
开展达标专项检查；推进燃气锅炉
低氮燃烧改造工作；牵头开展非道
路移动源申报工作。

第四出台政策，合理引导治
气。加大我市环保产业培育力度，
重点扶持末端治理优势企业，大力
引进和应用国内外先进治理技术，
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和产业，不断
提高环保产业对我市GDP的贡献
率。鼓励支持第三方治理，在坚持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下，逐步
将企业治理责任转变为企业购买
第三方治理服务，实现治理的专业
化、有效化、精准化。

第五依托技术，实现精准管
控。协调相关部门，强化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抓紧推动3D气溶胶激光
雷达、“呐思系统”（全国空气质量

高分辨率预报和污染控制决策支
持系统）、超细清水雾、大气电离技
术应用等重点科技治霾项目在我
市实施。大力推进国内外先进的在
线监测设施设备安装和应用等。

同时抓好目标考核，根据2017
年各区（市）县空气质量年度目标
完成情况，严格按照《成都市空气
质量考核激励办法》，对不能完成
任务区（市）县严格考核和处理，实
行通报、约谈和财政资金扣缴；对
完成任务的区（市）县进行财政资
金奖励。

此外，还要抓好督察执法。据
了解，省环保督察办于2017年11月
上旬至2018年2月中旬开展成都平
原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强化督查，成都市也将同步
开展专项督查和执法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科学+科技治霾，2017年收获235个优良天

“今年的空气就是比去年好”

治理大气要“一年比一年干得好”

在成都，一场
关乎千万人民福祉
的蓝天保卫战早已
拉开大幕。在全市
上下的共同努力
下，2017年，成都的
空气质量目标任务
圆满完成——争取
到了235个空气质
量优良天，优良天
数 比 例 达 到
64.4%。

而这不仅完成
了国家“大气十条”
目标任务，更是自
2013年实行环境空
气质量新标准——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AQI） 、 启 动
PM2.5监测以来的
最好水平。

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对美好生
活、对生态环境的
需要，成都“治霾十
条”、大气污染防治
“650”工程等务实
措施还在持续践
行，市民的认可点
赞也从侧面检验了
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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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一名女子在城东的绿道上跑步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