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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2018年4月4日
星期三 02

四川今年环保三大战役目标出炉
未达标城市PM2.5平均浓度
较2015年下降12%以上

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成都市“五
路一桥”车辆通行费停止征收。1月2
日，退费窗口正式开启，对已缴纳2018
年及以后年度“五路一桥”车辆通行年
费的车主办理退费。成都商报记者从

“五路一桥”通行费征收管理处获悉，
截至4月3日，已成功办理42万辆车的
退费，约有91万辆需要办理，退费办理
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

市民杨女士非常积极，在退费首
日便办理完成。但时隔3个月，她发现
退费还没到账。她本人是车主，提供的
也是本人银行卡，问题出在哪儿呢？

退费不能用信用卡

4月3日，杨女士拨打了“五路一
桥”通行费征收管理处咨询电话，工
作人员根据她提供的车牌号和车主
姓名发现——“退费失败”，究其原
因，是杨女士提供的退费转账银行卡
为信用卡。

工作人员解释说，退费初期，银行
卡没有限定信用卡或是储蓄卡；但根
据银行数据反馈，使用信用卡退费失
败的用户，已分别从三大通信运营商
平台群发短信通知。“现在已开通网上
退费，只要按正确的步骤走一遍，便可
重新办理，注意不要使用信用卡”。

成都商报记者关注“蓉e行”微信
公众号后，登录成都交警“蓉e行”平
台，点击“五路一桥退费申请”，发现退
费须知中特别注明：车主须提供银行
储蓄卡，不支持信用卡，并建议使用中
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
行储蓄卡。

无发票要签遗失说明

那么，像杨女士这样，在窗口办理
不成功，要重新在网上办理，需要“五
路一桥”年费发票，而发票已交至窗
口，怎么办？

工作人员表示，作为解决办法，车
主可在线签署《票据遗失说明》，由后
台查证退费信息。在签署《票据遗失说
明》后，原缴费票据即失效，不再接受
申请人以原票据申请退费。

“平均每天会接到360个咨询电
话，除个别外，基本都是咨询退费为何
没到账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退
费失败”的大约每2万笔中只有120笔，
其中大多问题出在银行卡不是车主本
人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很多都到账了，
请车主注意查收。

据了解，退费办理成功后，还需审
核资料、财务审批以及银行转账等流
程，一般情况15个工作日内到账，如遇
节假日顺延。若超期未到账，车主可在

“ 蓉 e 行 ”留 言 区 咨 询 或 拨 打
028-87850200、87850109电话咨询（工
作日9：00至17：00）。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投 资 了 约 200 万 ，建 了
1545.91平方米的检测实验室，
结果却一直没有办理环评手续，

“未批先建”换来的只能是立即
停止建设并被罚款6万元的处
罚。昨日，成都市环保局公布一
起“未批先建”处罚案例，目前，
涉事单位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已主动到锦江区
政务大厅补办了检测实验室项
目环评手续。

“去年，四川省国环环境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在成都市锦江
区锦华路三段88号汇融国际1号
楼装修建设检测实验室项目。”
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这个总投资金额约200
万元人民币，面积共计1545.91
平方米的建设项目中，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规定，应该办理环
境影响报告表，但由于该项目无
法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协议，这家
公司一直没有办理环评手续。

“这家公司检测实验室项目
没有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擅自开始建设的违法
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的规
定。”锦江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执
法人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建
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
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
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综合考虑该企业的违法行
为情节，成都市锦江区环境保护
局最后对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处以了6万元的行
政处罚，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要求其立即停止建
设，办理环评手续。

目前，该企业已经按期缴纳了
罚款，补办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未经环评擅自开工
成都某检测实验室项目

被罚6万

环境违法 曝光台

短评 刹“未批先建”重在标本兼治良性循环
企业项目“未批先建”，已非新

鲜事例。但成都市环保局此次曝光
的这起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违法
企业是一家环保企业，其业务范围
就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这就意味着
这家第三方环保机构不仅未承担相
应的责任，还有着“知法犯法”之嫌，
这个警钟的确需要不停地敲打。

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环评
领域未批先建“顽疾”并非系没有
法律规定所致。在很大程度上，正
是由于对违反法律刚性规定的责
任者没有“动真格”，才导致了法律

的规定被软化为“橡皮筋”。有鉴于
此，要让环评责任追究真正成为治
理未批先建“顽疾”的利器，从而真
正发挥其呵护环境质量的功能，还
必须在“动真格”方面下工夫。

成都市环保局公开曝光“未
批先建”企业，本身就将对违法者
产生强大的法律威慑效应。然而
在解决任重道远的环评领域未批
先建“顽疾”上，还需要环保部门

“动真碰硬”、企业提高守法意识，
良性循环才能有坚实的保障。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大气十条”第一阶段考
核收官年，四川盆地的“气
质”如何？今年又将如何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昨日上午，四川省环保
厅召开今年首个例行新闻
发布会，亮出2017年治气、
治水成绩单的同时，公布了
今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
标。按照部署，打赢蓝天保
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净
土保卫战，是今年全省改善
环境质量的主阵地，其中打
赢蓝天保卫战是最重要的
战场。

去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省
级环境保护督察全覆盖，针对发现的
8924个问题限期整改，整改完成率
91.9%；全力打好“三大战役”，淘汰地级
及以上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600多
台、老旧车和黄标车20多万辆，整治“散
乱污”企业2万多家；建成运营城市（县
城）污水处理厂212座，划定禁养区5828
个、面积达5.74万平方公里，关闭或搬
迁的畜禽养殖场（小区）13548家，完成
整治城市黑臭水体74条，集中开工251
个污染治理项目，总投资737亿元……

这一连串的数据不难看出四川在
污染防治方面的力度。在重压之下，全
省环境质量也呈现出了可喜的变化。
据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李岳东介
绍，去年全省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67.7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5%，较考核
基准年2013年下降19.9%；细颗粒物
（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浓度48.1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9.2%，比《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
（下降8%）高出1.2个百分点，较考核基
准年2015年下降12.2%。全省地级及以
上城市优良天数率达到82.2%，同比上
升2.2个百分点，城市空气质量创近几
年来最好水平。其中，巴中市成为新增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目前全省空
气质量达标城市增至6个。

从水环境方面来说，全省87个国考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或好于Ⅲ类）
78.2%，同比上升5.8个百分点，10个出川
断面全部达到国家考核标准。与2014年
相比，水质改善断面28个，特定因子目标
提前达到国家考核目标要求的断面4个。

在不利气象条件以及特殊
地形因素叠加下，取得这份“亮
眼”的成绩单委实不易，然而今
年还将面临更大的环境保护压
力。李岳东介绍，今年国家下达
的我省环境保护工作总体目标
是：未达标城市PM2.5平均浓度
较2015年下降12%以上，优良天
数率达到82.6%。全省国考断面
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
类）比例达到79.3%，地表水劣Ⅴ
类水体比例控制在4.6%以内。全
省土壤环境保持稳定、辐射环境
质量保持良好。

如何打好今年的污染防治
攻坚战？“坚持把打赢蓝天保卫
战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重中之重。”在李岳东看来，着眼
长远治本，进一步调整产业结
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
构，推进川渝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合作，防止大气环境跨区域污
染。而在立足当前治标方面，将
继续强化成都平原、川南、川东
北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联治，
堵住污染转移的缺口。

打好碧水保卫战则要全面
落实河（湖）长制，继续推进国家
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建立全省
河湖信息管理平台。

打好净土保卫战将组织开
展28538个农用地点位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4505个点位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基础信息调查，同时加
强土壤管控修复，开展农用地、
建设用地分类管控，严格执行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

此外，还将强化环境准入倒
逼，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李岳东
透露，今年将出台《关于完善环境
准入促进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

目前，今年一季度已经结束，
全省环境质量预定目标完成得怎么
样？“在较差的大气扩散条件下和河
流枯水期，实现全省环境质量的持
续改善，在全省经济‘开门红’的同
时，实现环保‘开门绿’”李岳东告诉
记者，今年一季度，全省未达标城

市PM2.5平均浓度65.5微克每立方
米，同比去年下降11.8%，较2015年
下降22.7%。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
天数率达到74.0%，同比去年上升
4.5个百分点，较2015年同期上升
12.8个百分点。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去年PM10、PM2.5双降
全省优良天数率达82.2%1 公布 优良天数率达到82.6%

水质优良比例达到79.3%2 目标

一季度全省未达标城市
PM2.5浓度同比下降11.8%3 进展

“五路一桥”退费没到账？

注意，别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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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01版 三要重视人才。要切
实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干好干坏一
个样、行政层级约束专业人才使用、专
业人才培育与引进等问题，努力做到

“两个覆盖、两个匹配”。即领导班子专
业人才要逐步覆盖企业核心业务，市
场化导向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要覆盖
核心团队；职工队伍知识结构要与企
业发展战略相匹配，核心业务公司管
理团队专业能力要与企业创新发展目
标相匹配。

四要发挥优势。要提升党委科学
决策、抓班子带队伍、市场化选聘、企
业文化建设以及预防腐败“五大能
力”。充分发挥党委班子政治引领和核
心领导作用，做到把方向、管全局、保
落实；建立企业定向选拔专业管理团
队制度，吸引更多有志者共同创新创
业谋发展；进一步健全企业内部防风
险和决策机制。

五要注重激励。科学推进优质资
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助力国有资本保
值增值；健全职业通道和贡献薪酬机
制，调动各类人才积极性创造性；鼓励
约束进入成都市场的企业与市属国企
合作，让企业在跟进学习中加快成长；
尊重企业家创新创造和特殊贡献，健
全完善奖励政策；坚持“一企一策”，提
高考核考评精准性和精细化水平；大
力宣传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先进事迹和
先进经验，营造良好氛围。

六要防控风险。“两降两提”是主
动防风险的“治本之策”，要作为今年
改革主要任务和考核主要指标。要提
高多元化融资能力，提升议价能力，降
低财务成本；要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要
提高重大决策管控能力，提升市场应
变能力，降低投资风险。

市领导胡元坤、谢瑞武、王川红、
苟正礼、田蓉、刘守成、范毅、刘旭光参
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