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并访问五国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12日宣布：应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总统哈利法、塞内加尔共和
国总统萨勒、卢旺达共和国总统
卡加梅、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
萨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

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农历戊戌年六月初一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8433期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总编辑 陈海泉 值班编委 尹向东

今日市区

月19日至24日对上述四国进行
国事访问。
应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
萨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
月25日至27日出席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次会晤。
在结束对上述四国国事访
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
次会晤回国途中，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好
访问。

小雨 23℃～29℃ 北风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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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效能治理和谐宜居

范锐平在成都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聚焦突出问题 坚定发展目标
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

企业群众办事
“只进一扇门”

力争2022年建成“千园之城”
03

罗强主持 唐川平李仲彬出席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缪
协主席李仲彬出席会议。
梦羽 赵子君）昨日，
成都市生态环境
范锐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
保护大会召开。
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和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分析研
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
判当前形势，
全面部署全市生态文明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对落实中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央、
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
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常委、市委书
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
记范锐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平总书记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推动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
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突出问题，坚定
想新论断，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
发展目标，
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和久久
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为功的意志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
和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
助力美丽宜
践问题，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
居公园城市建设和新时代成都
“三步
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走”
战略目标实现。
范锐平指出，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主持会
以来，
我市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川平、市政
理念的城市，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将其作为城市核心竞
争力，聚焦解决环保突出问题，深入
实施
“三治一增”
，
全市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积极成效。市民普遍反映，天变
蓝了、
水变清了、
城市变美了、
环境总
体变好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市
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仍十分艰巨，
还存
在少数干部对绿色发展理念认识不
足，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解决
不力、
措施不具体等问题。
范锐平指出，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是党的十九大部署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当
前，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要
求，
重点聚焦十个重点领域打好打赢
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
一要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编

制三年实施计划，深入实施“治霾十
子、菜篮子、水缸子，突出减量投入、
条”，强化工业减排、移动源管控、扬
绿色生产，深化农村“厕所革命”，高
尘治理，推进全域燃煤锅炉清零，推
标准推进川西林盘保护修复。
广使用新能源车，提升重污染天气
五要坚决打好科学治堵攻坚
应对精准化水平。
战。深入实施“治堵十条”，强化智慧
二要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
全面
治堵、工程治堵、依法治堵，构建智
落实河湖长制，
深入实施
“治水十条”
， 慧交通体系，推动轨道交通加速加
创新治理机制，
强化管理保护，
持续推
密成网，创新绿色出行激励机制，构
进严重污染水体整治，
加强优良水体
建绿色交通体系。
保护，
深化流域水生态修复，
结合绿道
六要坚决打好全域增绿攻坚
建设整体打造沿线水生态景观。
战。优 化 完 善 生态本底 ，大力实施
三要坚决打好饮用水水源地问 “增绿十条”，持续推进天府绿道建
题整治攻坚战。统筹推进饮用水水
设，推动龙泉山森林植被恢复和龙
源地规范化建设和保护、城乡水源
门山大熊猫栖息地原生植被提升；
地保护、上下游流域治理和供水体
狠抓市域增绿，加快形成公园绿地
系升级等工作。
体系，
全面提高生态建设综合效益。
四要坚决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
七要坚决打好环保基础设施建
理攻坚战。
保护群众赖以生存的米袋
设攻坚战。紧转02版

众志成城
金堂无恙
04~06

成都周末
或再迎降雨

13日白天，成都天气与12日相
差不大，有些微微的阳光，最高气
温在30℃左右，周末两天成都将再
次迎来明显的降雨天气，雨量中雨
到大雨，西部部分地方暴雨，最高
气温略有降低。
从全省来看，13日白天盆地各
市阴天间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
雷雨，其中广元、巴中、达州、宜宾、
雅安、乐山6市的局部有中到大雨；
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间多云，
部 分 地 方 有 雷 雨 或 阵 雨 ，其 中 阿
坝、甘孜2州南部和凉山州北部局
部有中到大雨。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蓝天下碧水边，
天府新区科学城风景如画 成都商报记者 张直

认真贯彻落实全省防汛减灾
调度部署视频会议精神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成都“三治一增”期中成绩单出炉

上半年PM2.5浓度同比下降9.4%
蓝天白云在朋友圈里屡屡刷屏，
“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情景一次次再现，成都成为中国少有的能看见7000米以
上雪山的特大城市……2018年时间过半，以让天更蓝、水更绿、城市更亮丽、生活更宜居为目标的“铁腕治霾、重拳
治水、科学治堵、全域增绿”战役成效如何？下一步又将如何部署？昨日成都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布的2018年上
半年“铁腕治霾”、
“重拳治水”、
“科学治堵”、
“全域增绿”工作推进情况及形势分析报告，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PM10 同比下降6.9%
PM2.5 同比下降9.4%
SO2 同比下降23.1%
NO2 同比下降7.1%
CO 同比下降22.2%
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同比上升7.5个百分点
Ⅳ-Ⅴ类水质断面比例 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
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 同比下降6.5个百分点

■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5%，全
国主要城市中拥堵排名降至30位以后
■完成小街区加密成网100公里
■打通“断头路”49条
■城市核心区路网密度为8.02公里/
平方公里，位居全国36个大城市中的
第三位
■公交机动化出行分担率提升至
47%，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指数在全国
特大城市中排名第一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同比下降18.3%
■违法停车同比下降32.6%
■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率同比下降
19.8%
■启动2万平米以上公园建设8个
■新改扩建小游园、微绿地及1000平
方米以上的公园绿地119个
■启动行道树增量提质138条，已完成
92条
■实施“花重锦官”点位建设42个，已
完工点位25个
■启动龙泉山森林绿道建设230.2公里
■实施背街小巷绿化“靓池、松绑、美
冠”119条，已完成82条

制图 李开红

铁腕治霾

重拳治水

科学治堵

全域增绿

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112天

锦江干流和重点支流
无污水下河

交通拥堵指数
同比下降9.15%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山脊绿道开工146公里

1-6月，成都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112天，主要污染
物 PM10、PM2.5、SO2、NO2 和
CO浓度同比分别下降6.9%、
9.4%、
23.1%、
7.1%和22.2%……
市环保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成都已完成13台清洁能源
改造，剩余15台大型燃煤锅炉
计划10月底前完成，届时将实
现全市锅炉用能无煤化。依法
查处1203家未安装VOCs治理
设施的企业，完成22户落后产
能淘汰工作。152个混凝土搅
拌站完成绿色生产整改，并通
过达标验收。1至5月，全市环
保系统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934件，处罚金额3760.97万元。
同时，上半年也出现了臭
氧污染呈加重态势且污染时
间愈发提前等现象。
下半年，夏季臭氧污染防
治将是重中之重，市环保局将
集中开展专项行动。秸秆禁烧
则是第三季度的一项重点工
作，同时坚决取缔“禁止露天
烧烤区域”
内露天烧烤。

1-6月，
成都
“重拳治水”
颇有成效，与2017年同期相
比，地表水水质有所好转，
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上升
7.5个百分点，达75个；Ⅳ-Ⅴ
类水质断面比例下降1.0个
百分点，
为25个；
劣Ⅴ类水质
断面比例下降6.5个百分点，
为7个。
截至5月底，
锦江流域
水生态治理第一阶段任务基
本完成，治理污染排口484
个，治理流域黑臭水体114
段，
河道清淤97.89万立方米，
锦江干流和重点支流实现无
污水下河目标。
但同时也存在水资源短
缺、
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
下半年，成都将加快推
进全流域综合治理，
持续深入
实施锦江治理，
为打造
“夜游
锦江”
休闲旅游新名片夯实本
底。
加快实施九道堰河10公里
水生态示范项目，
加快推进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扩能提标改
造，
确保到2019年新增污水处
理能力125万吨/日。

1-6 月，在全市新上牌汽
车27万辆，汽车保有量超过470
万辆，以及在建地铁里程超过
400公里，占道施工折减道路资
源近20%的巨大压力下，我市
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5%，
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拥堵排名降
至30位以后。
但据预测，
下半年全市汽车
保有量接近500万辆，
同时
“天府
锦城”
“城市阳台”
及一环路综合
改造等重大市政项目全面启动，
交通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下半年，成都将开展交通
建设优化、交通承载提升、交通
结构优化等行动。将推进一环
路综合整治工程，完成三环路
等5条高快速路扩能改造工作，
打通40条“断头路”，完成中心
城区小街区街巷加密200公里。
此外，还将力争开通运营
地铁3号线二期；开通运营成蒲
铁路；开通运营凤凰山高架快
速公交；新增公交线路10条以
上；新投放2000台以上新能源
公交车；
新增2.2万个充电桩。

罗强主持召开调度检查防汛及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时强调

2018年，成都全域增绿计
划项目总数820个，截至6月底，
已启动项目733个。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建设也取得了较快进
展。例如，已选定13个市级重点
观景平台建址，动工建设丹景
台景区；完成山脊森林绿道选
线，
已开工里程约146公里等。
但报告也指出，
目前成都城
市绿化水平尚需进一步提升，
存
在城市绿化主要指标在全国大
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
行业规范
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下一步，
成都将通过“规划
建绿”
“拆违增绿”
“拆墙透绿”
、
棚户区改造和城市环境治理、
增加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促
进中心城区绿地分布逐步均
衡。
将大力推进天府绿道建设，
确保新建改造绿道1700公里目
标任务全面完成。将继续扎实
推进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各项工
作，打造形成丹景台景区核心
区，建成环山大道40公里、森林
绿道200公里。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王垚

打赢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 成都下一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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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
昨日，全省防汛减灾调度部署视频
会议召开。面对仍然严峻的防汛防
灾形势，为进一步抓好我市防汛和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市委副书记、
市长罗强在市防汛指挥中心主持
召开调度检查工作会，传达学习全
省防汛减灾调度部署视频会议精
神，并就做好当前和下一阶段防汛
抢险救灾工作作安排部署。
调度会上，市国土局、市气象
局等分别汇报有关情况，罗强视频
连线彭州、崇州、大邑、邛崃等地防
汛指挥中心，了解当地雨情水情和
地质灾害情况，检查防灾减灾救灾
措施落实等工作。
罗强指出，
今年汛期来得早，
降
雨量大，防汛减灾及地质灾害防治
任务艰巨。各区（市）县和市级有关
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全省防汛减灾
调度部署视频会议精神，特别是省
委彭清华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
把握好“思想上要重视再重视、工作
上要抓细再抓细、责任上要落实再
落实”
的重大要求，
狠抓责任到位和
工作落实，
把市委、市政府防汛减灾
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位，确保不发
生群死群伤事件，力争不发生人员
伤亡，
尽全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罗强强调，
当前雨势暂缓，
要抢
抓机遇，积极行动，特别做好七个方
面工作。一要做好排涝清淤和卫生
防疫，特别要加强对洪水淹没面积
较大区域的清淤和卫生防疫，切实
保障灾区群众健康。二要做好群众
返家工作，加强对被水浸泡房屋安
全鉴定检查，进一步仔细核查地质
灾害隐患点，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三
要抓紧抢修和恢复受损基础设施，
重点加强河堤、道路、下穿隧道、桥
梁、
建筑工地深基坑等设施的检查维
护，
加快抢修受损水电气管道与通讯
线路，
尽快恢复供应。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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