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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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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碧水保卫战，重拳治水，
今年将持续推进成都“治水十条”，
实施 2018 年水污染防治“626”工
程。张军告诉记者，政府工作报告
中已经部署了今年将深化河长制、
推行湖长制，突出岷江、沱江流域
水环境治理，完成120段黑臭水体
综合治理。同时，深入实施“治土十
条”和土壤“620”工程，开展受污染
场地治理修复试点示范。

大幅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的同时，还要做绿色发展的“加法”。
张军介绍，今年将结合全市产业园区
规划环评工作，落实“三线一单”，制
定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科学设定门槛
指标，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总体
规划尺度上判定园区选址、布局和主
导产业选择的环境合理性并提出建
议，严格限制“三高两低”企业，从源
头控制各项污染物排放，腾出环境容
量，把牢城市生态安全关口。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

推进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管
体制改革，推动落实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环保信用
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公众参与
等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激励机制和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探索推行碳排
放权和用能权、排污权交易制度，
建立健全合同能源管理、环境污染
等第三方治理市场。

体制改革将为环保标本兼治的
快速路提供根本动力，目前进展如

何？对此，张军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透露，环保垂直管理体制调
整工作预计将在上半年完成，6月底
前按照新体制运行。同时，今年将完
成炼铁、炼钢等8个行业排污许可
证核发工作。按照“核发一个行业就
清理一个行业”的要求，对2017年
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造纸、水泥等
13个行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无
证和不按证排污企业实施严厉处
罚。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持续推
进全域增绿行动，深入实施“增绿
十条”，加快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和天府绿道，打造城市生态、
人文、经济功能复合体。昨日，市政
协委员、市林园局局长杨小广介绍
了今年成都推进“增绿十条”的工
作计划。

杨小广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今年城区绿化“春季秋季
战役”的重要抓手是：行道树增量提
质，小游园、微绿地的建设，以及立
体绿化。城区绿化的一个难点是，可
供大面积绿化的土地已经很少，必

须“见缝插针做好增绿工作”。小游
园、微绿地的建设将按照“增绿十
条”的既定方案，逐年、逐步推进。

立体绿化方面，市林园局此前
的调查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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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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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三环路内（含三环路）立交桥
桥柱立体绿化全覆盖。

屋顶、墙体绿化方面，杨小广介
绍，将从公共建筑开始，做好立体绿
化工作。同时鼓励住宅小区进行立
体绿化。成都将进一步做好小区绿
地的管理工作，出台规范、条例，解
决长期以来小区停车空间与绿地、
低层住户采光与绿化的矛盾。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森林

覆盖率力争达到39.5%，杨小广表示
这个目标是有依据的。目前成都市
的森林覆盖率为39.1%，这是在去年
提升0.4%的基础上达到的，“希望通
过今年一年的努力，再增加0.4%，达
到报告提出的目标”。

杨小广建议，成都应发挥境内
熊猫圈养基地和野生大熊猫的优
势，建设熊猫之都。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建设，将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继续做好增绿工作。今年将在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内，率先完成
200公里的绿道建设。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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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市环保局局长张军市环保局局长张军：：

打好三大战役
今年成都将设7套

“黑烟车”智能监控识别系统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让成都碧水蓝天、
森林环绕、绿树成荫，让市民慢下脚步、静下心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五年将坚持绿色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其中明确将继
续实施“三治一増”，打好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在对今年工作的部署中也明确要大力推动生态环境改善，那成都将怎样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又
将采取哪些“给力”的措施来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昨日，成都市政协委员、市环保局局长张军用
“加减”法进行了形象的阐述。

成都土地面积仅占全省的
3%，却承载了全省 1/5 的常住人
口，贡献了全省 37.2%的经济总
量 ，环 境 质 量 总 体 形 势“ 不 乐
观”，今年如何大力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

张军表示，首先要做污染治理
的“减法”。今年成都将全面启动打
赢蓝天保卫战作战计划，铁腕治
霾，持续推进成都“治霾十条”，实
施 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650”工
程，继续深化夏季臭氧防控行动和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实现在去年基础上持续改善。”张
军告诉记者，在工业污染治理方
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淘汰全域
大蒸吨燃煤锅炉，强力推进老旧燃
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

在移动源污染控制方面，政府
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严格高排放非
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管控，强化柴油
货车排放达标监管，严厉打击生
产、销售、使用非标车用燃料行为。
同时将完成全市“黑烟车”智能监

控识别系统列入了2018年十大民
生实事之列。

何谓“黑烟车”？张军告诉记
者，目前成都已经全面淘汰了黄
标车，所谓“黑烟车”就是上路行
驶、排放可视烟度的车辆，这些车
辆大多数是“带病”上路，其排放
的颗粒物浓度较高，对空气质量
存在一定影响。而今年预计将有7
套“黑烟车”智能监控识别系统亮
相成都主城区，“目前软件后台建
设已经接近尾声，系统安装地址

也正在选址中，试点将选择在货
车流量大的路段。”张军透露，这
套系统就像交警的“电子眼”，只
要车辆经过系统所在路段，一秒
就能拍到这辆车是否是排放黑
烟，并会迅速将照片传至系统，未
来还将配合遥感监测系统作为处
罚依据。“目前已经初步选定了10
多个试点点位，年内将最少完成7
套系统安装，其中 2~3 个点还会
加装一个遥感监测系统，两套系
统相辅相成紧盯移动污染源。”

车流量大路段设电子抓拍 车辆排污状况一目了然

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管体制改革 将于6月底前完成

市政协委员、市林园局局长杨小广：

推进立体绿化
今年将实现三环内立交桥绿化全覆盖

政府工作
报告摘要

大力解决
突出环境问题

深入实施“治霾十
条”和大气“650”工程，
淘汰全域大蒸吨燃煤
锅炉，强力推进老旧燃
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
提高城市道路扬尘精
细化管控水平，严格高
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区域管控，强化柴油货
车排放达标监管。

深入实施“治水十
条”和水“626”工程，
深化河长制、推行湖长
制，突出岷江、沱江流
域水环境治理，加强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实施
良好水体保护、饮用水
环境安全保障工程和
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
工程，完成120段黑臭
水体综合治理。

深入实施“治土十
条”和土壤“620”工程，
开展受污染场地治理
修复试点示范，强化畜
禽养殖污染治理，实施
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和种养结合循
环利用项目。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构建市场导向的
绿色低碳创新体系和
产业体系，培育新能
源、新 材 料、智 能 制
造、新能源汽车、节能
环保等产业。

推进绿色低碳消
费革命，实施成都节水
行动，推进分质供水、
中水回用。

鼓励低碳出行，新
增公交、公务用车使用
新能源车比例分别不
低于30％、50％。

“优化完善城市功能品质”
作为今年重点抓好的九方面工
作之一，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而“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则是优化完善城市功能品质的
一大方面。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
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大力整
治背街小巷，打造特色精品街
区。深入推进“厕所革命”，新
建改建公厕 700 座以上，消灭农
村公共旱厕。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市城
管委（市治理办）获悉，上述工作
已经列入了年度工作计划。针对
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城市核心区
与城郊结合部、主街干道与背街
小巷管理不均衡等城市管理问
题，市城管委（市治理办）今年将
联合相关部门，按照“集中攻坚、
全面提升、常态长效”思路，着力
补齐短板、提高品质、促进均衡。
强化薄弱区域整治，深化背街小
巷、城郊结合部等薄弱区域环境
综合治理，加快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程，实现全域均衡发
展。其中，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
治，市城管委（市治理办）将联合
相关部门，整治提升背街小巷
1918条。

市城管委表示，将联合市发
改委、建设等部门，规范公厕规划
建设，合理布局点位，强化公建配
套公厕建设管理，加快补建固定
式、活动式公厕，推动建立成都市
厕所开放联盟，引导临街单位、商
家内部厕所向公众开放，多渠道
增加公厕有效供给，缓解供需矛
盾。同时，实施公厕硬件改造，按
照生态环保、节能适用、卫生方便
要求，提升公厕服务水平，因地制
宜实行公厕24小时开放，提高公
厕管理标准、服务质量，深入开展
公厕“互联网+服务”，更加贴近
市民生活，让市民生活更加方便
舒心。

2018 年，将完成新建公厕
200 座，改造公厕 500 座。加强推
进公厕规划建设管理。抓好公
厕标准化管理，研究制定奖补
扶持政策，多渠道增加公厕有
效供给。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采取
务实举措，继续加大对环卫工人
等城市一线管理服务人员关心
关爱力度。对此，市城管委表示，
计划今年新建环卫工人作息房
100 座，方便一线环卫工人工作
和休息。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推进“厕所革命”

今年将新建改建
公厕700座

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内卫
生间的“厕所革命”，为旅客提供
整洁舒适的环境

摄影记者 陶轲 张直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厕所内的
婴儿护理台

天府新区兴隆湖旁的绿道 摄影记者 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