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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2020日日，，3030位市民代表参观了锦江绿道样板段位市民代表参观了锦江绿道样板段（（太升桥太升桥--大安东路桥大安东路桥）。）。现代智能的休闲设施现代智能的休闲设施、、传统的成都文化元传统的成都文化元
素素，，市民代表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漫步市民代表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漫步。。预计本月底预计本月底，，样板段就将与广大市民见面样板段就将与广大市民见面。。

锦江绿道样板段即将与市民见面锦江绿道样板段即将与市民见面，，而作为风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作为风景不可或缺的一环，，锦江河水做好准备了吗锦江河水做好准备了吗？？近日近日（（2222日日），），记者跟随市记者跟随市
水务局工作人员水务局工作人员，，来到位于金牛区星辉东路来到位于金牛区星辉东路1010号附近一处锦江下河排水口号附近一处锦江下河排水口。。

工作人员现场取样工作人员现场取样，，取上的水样无色透明取上的水样无色透明、、未见杂质未见杂质，，也没有异味也没有异味。。据悉本月底前据悉本月底前，，锦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将全面完锦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将全面完
成截污成截污、、清淤清淤，，实现污水不下河实现污水不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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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10点一环路综合整治打响第一枪
衣冠庙至人民南路段开始打围
该示范段工期为6个月 保证双向4车道通行

金牛区星辉东路锦江下河排水口

无杂质 无异味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
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奋力书写新时代新天府高质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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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前实现
污水不下河
锦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本月完成截污清淤

昨天晚上10点多，夜幕四垂，
趁着一环路不再川流不息，施工
队伍在一环路衣冠庙－人民南路
段立起围挡并施工作业，这段全
长 1.04 公里的示范段，打响了一
环路整治工程的“第一枪”。

成都商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
到，50余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打
钻、下钉，非机动车道渐渐被立起
的围挡框在了里面。施工方中交
一公局的项目副经理张敬民告诉
记者：“今天晚上力争打围单侧
500米，打围范围是非机动车道和
人行道上的绿化带。”为了不影响
第二天早上第一班公交运行，施
工人员都将通宵作业。

城投建设集团工程部现场代
表林立补充解释，目前展开的第
一阶段施工主要是管线迁改，包
括电线下地，还有把目前地下杂
乱的通信、电力、自来水管线整合
到微管廊里。”

“这项技术是全成都第一次
使用。”他解释，微管廊，也就是直
径为2.6-3米的综合管廊，不仅可
以解决反复开挖路面、架空线网
密集、管线事故频发等问题，还可
以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补齐城市
建设中的“短板”。

林立介绍，第一阶段管线迁
改施工预计在8月底完成，后续还
将先后进行外、内侧雨水管施工、
路基路面施工，以及绿化及道路
附属设施施工。“这段示范段的施
工工期为6个月，预计今年年底就
可以整治完成。”

施工打围会对交通造成怎样
的影响？林立表示，“施工期间，道
路通行能力应该会有所降低，但
我们会至少保证双向4车道通行。
计划是即时起至10月底，机动车
道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11月起，
机动车道恢复双向六车道通行。”

成都商报记者 章夫 尹沁彤

◆为何整治
车行不畅人行不佳
管线老化容量有限

“目前，一环路最主要的问题是
道路交通供给有限，人车资源分配矛
盾突出。”成都城投集团工程技术部经
理丁健财表示，一环路作为成都市一
条重要交通性主干路，承担着满足大
量出行需求的功能，但由于中心城区
开发强度大，而交通供给有限，造成
了车行不畅，人行不佳的局面。

同时，一环路还存在管线老化、
标准偏低、容量有限的问题，给城市
的有序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
患，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一环路的“脸面”也不太可
观——人行道铺装材质、样式、种类
繁多，风格不统一，整体性较差；人行
道绿化形态参差不齐，中央绿化带也
搭配方式各异，树种繁杂；临街建筑
新旧不一，风格各异，界面老化。

而根据成都市轨道交通相关规
划，一环路规划有地铁5号线和6号
线，目前正在建设中，这为一环路的
综合整治改造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整治进程
其余路段8月起分批进场
预计明年6月底完工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除了示

范段，一环路其余路段计划从今年8
月开始分批次进场实施，除地铁施
工区域外，预计2019年6月底完工。

丁健财表示，此次一环路综合整
治改造主要针对的是道路、管线老化
这些“病痛”，因此不会拓宽目前的双
向六车道。“我们主要是按照‘公交优
先’和‘慢行优化’的总体原则，对人行
道和非机动车道进行扩容改造，同时
对一环路进行景观提升。”他告诉记
者，工程将通过减少中央绿化带宽度，
加宽非机动车车道。同时在保持既有
人行道宽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整治、
优化人行道绿化、市政配套设施，增加
行人有效通行空间。“另外，将全面改
造提升一环路地下管线，提高城市承
载能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近日，在金牛区星辉东
路10号附近一处锦江下河排
水口，工作人员现场取样，取
上的水样无色透明、未见杂
质，也没有异味。很难想象，
整治之前的排水口曾吞吐大
量黑臭水体。

据了解，该处下河排水
口紧邻曹家巷片区，该片区
小区院落大部分建于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地下管网年久失
修，存在堵塞、塌陷等病害问
题。同时部分院落居民和商家

私搭乱接，将污水错排乱排。
“按照边排查、边整治的原则，
已逐步消除辖区院落错排点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至
目前，金牛区已清掏雨水沟管
和院落化粪池，疏通排污管
道、整治错排管网、新建污水
管网。同时还解决了商家店铺
污水错排乱排的问题。另外市
排水设施管理处牵头实施了
星辉中路与马鞍南路污水连
通工程，为星辉路一线污水
增加一处出路。

在郫都区安靖片区，由
于污水处理厂来水量较大，
污水可能通过徐石桥低槽沟
进入府河，存在污水溢流风
险。为解决这个问题，郫都区
在徐石桥低槽沟污水处理站
南侧空地，新建了1座污水泵
站。泵站通过压力管道将来

水输送至大田路已建市政污
水管，分流水量。

目前该处污水分流工程
已完成，原有污水处理站每
日能处理1500吨污水，新建
泵站日均能够提升5000吨污
水，将作为徐石桥低槽沟污
水治理兜底工程。

在金牛区交大排洪河、
五丁路及阳光酒店片区，由于
一环路污水干管输水能力不
足，交大片区、沙湾片区污水
管网长期带压运行，排水高峰
期时，部分生活污水经雨污连
通管流入交大排洪河汇入府
河，污染府河河道水质。

为此，金牛区启动了交
大排洪河末端截污工作，拟
在府河建材市场旁断头路放

置1.5万吨/日一体化临时污
水处理设施，将交大排洪河
污水处理达一级A标后排放
府河。

截至目前，交大排洪河
片区的共33台一体化处理设
备已全部进场，1220米管道
已建成，正在开展进水提升
泵土建施工，预计5月27日前
通水试运行；五丁路片区下
河排污口整治已完成。

位于武侯区的红九方沟
全长2.84km，全线为暗渠。红
九方沟起于公行道，穿人民南
路三段，进入四川华西医大。
然后过林荫街、旅游村，进入
一环路南二段市政雨水管道，
汇入科华北路暗沟。最后在世
外桃源大酒店旁斜入四川大
学望江校区，经川大校园南门
进入郭家桥北街，汇入府河。

经查，红九方沟沿线共有
入河排水口69处，其中施工降
排水汇入6处，市政雨污管道
错排6处，居民院落错排混流
20处，沿街商铺错排污水20
处、企事业单位排污17处。截

至目前，已完成整改63处。
同时，针对红九方沟内

部污水来源复杂、排口众多，
沿线人口较多、房屋密集等
原因，为有效解决污水直排
入河问题，武侯区将在红九
方沟中段（一环路南二段）和
尾部（望江路）分别设置一座
智能分流井，将污水分流至
沿线市政污水管网，确保污
水不下河。目前已完成堰门
底座的安装及电源接入，设
备安装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中，预计25日前调试运行。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摄影记者 张直

点位❶ 星辉路

连通工程 增加污水出路
点位❸ 郫都区安靖片区

新建泵站 实现污水分流

点位❷ 交大排洪河片区

33台设备 污水变一级A标

点位❹ 武侯区红九方沟

智能分流井 确保污水不下河

建成于1986年的一环路，可以说是成都最老资格的
环状交通干道了。如今，这条仅在2003年接受过路面改
造的老路，已经出现了堵、乱、管线老化等一系列“病痛”。

为了治愈这些“病痛”，昨晚10时许，一环路综合整
治工程打响了“第一枪”——长约1公里的一环路衣冠
庙－人民南路段立起了“施工作业”告示牌，50余名身穿
荧光褂的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打钻、下钉，工地围挡一米
一米地立了起来。

施工人员通宵作业
将首次使用微管廊技术

记 /者 /直 /击

昨晚，施工队伍在一环路衣冠庙－人民南路段立起围挡并施工作业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镜头
5月22日，金牛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对阳光酒

店下河排水口排出的水体进行抽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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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01版 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
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
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
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央审计委员会要
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提高把方
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为审
计工作提供有力指导。审计机关要树
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
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

习近平指出，审计机关要坚持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紧紧围
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依法全
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权力
规范运行，促进反腐倡廉。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审计制度改
革，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审计理
念，及时揭示和反映经济社会各领域
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要坚持科
技强审，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要加强
对全国审计工作的领导，强化上级审
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加快
形成审计工作全国一盘棋。要加强对
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调动内
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力量，增强审计
监督合力。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审计机关自
身建设，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
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审计机关各级
党组织要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努力建设信念坚定、业务精通、作
风务实、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审
计干部队伍。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特别
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主动支持配合
审计工作，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认
真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深入研究和
采纳审计提出的建议，完善各领域政
策措施和制度规则。中央审计委员会各
成员单位更要带头接受审计监督。各地
区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及时、
准确、完整地提供同本单位本系统履行
职责相关的资料和电子数据，不得制定
限制向审计机关提供资料和电子数据
的规定，已经制定的要坚决废止。对有
意设置障碍、推诿拖延的，要进行批评
和通报；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追责
问责。审计机关要严格遵守纪律，对违
反纪律规定的要严肃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