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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成都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全面部署了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其实，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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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三治一增”，全市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而打好打赢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需要坚决有力的举措和久久为功的意志。昨日会上提出，成都要重点聚焦十个领域打好打赢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保护攻坚战，也就是要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饮用水水源地问题整治攻坚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科学治堵攻坚战、全域增绿攻坚战、环保基
础设施建设攻坚战、“散乱污”整治攻坚战、清洁能源替代攻坚战、环保产业发展攻坚战。

如何打赢这场攻坚战？昨日，市环保局、市发改委、市水务局等部门及区（市）县，纷纷在大会上发言，详细介绍了各部门下一步的具体举措。

如何打赢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成都下一步将怎么做？

今年安排5亿污染防治资金
全市运渣车数据纳入监管

评语评语

市环保局市环保局：：
强力推进环保督察

“着力构建污染防治‘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末端严治’的工作
闭环，目前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据成都市环
保局局长张军介绍，成都全面打
响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
战役”，通过实施成都“治霾十条”
和大气污染防治“650”工程，2017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2013
年增加103天，PM10、PM2.5浓度
分别下降41.3%、42.3%，全面完成
国家“大气十条”目标任务。“下一
步，我们将按照市委‘三步走’战
略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力推进环
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持续改善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为建设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提供环保支撑。”

天府新区天府新区：：
将启动17个重大生态项目

为推进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
设，记者了解到，天府新区将坚持
打造大美景观，启动“龙泉山森林
公园+郊野公园+城市公园+小游
园微绿地”全域公园体系规划建
设，实施天府大道等骨干道路“森
林化工程”和兴隆湖区域综合提
升工程。并将全面启动北部生态
隔离廊道、白沙湖、籍田湖、雁栖
湖、青松湿地等17个重大生态项
目规划建设。

天府新区将以生态植被修复
为重点高标准推进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建设，在都市农业区内宜
林地、宜林荒山、荒坡、撂荒地等
宜林土地开展生态修复增绿。到
2020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7%、
建成区绿地率19%。

市城管委市城管委：：
运渣车实现智能化监控

扬尘治理是大气污染防治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市在扬尘治
理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
又将如何部署？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
城管委联合市级相关部门，加大
对违规工地的执法查处力度。
2018年1-5 月全市共查处违规工
地796 个，曝光54次，约谈214人，
罚款71.52万元。2018 年1-5 月
全市共查处违规运渣车1.9万台
次，罚款609.54万元。

下一步，市城管委将严格管
理建筑垃圾运输车辆。2018年9月
底前将我市所有运渣车辆GPS等
数据纳入全市扬尘治理信息监管
系统平台，实现渣土运输车辆绿
色环保、智能化监控。

市水务局市水务局：：
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以“重拳治水”为核心，成都
将加快全域243段黑臭水体综合治
理，巩固提升四环内53段黑臭水体
治理成效，到2020年全面消除黑臭
水体和劣Ⅴ类水体，岷江、沱江成
都段优良水体率达到70%以上。

市发改委市发改委
全市清洁能源占比55.4%

2017年全市新登记绿色经济
市场主体数量增长60%、全市清洁
能源占比提升至55.4%、用全省
24% 的 能 耗 贡 献 了 38% 的
GDP……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成都市发改委将
努力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新
格局。

市财政局市财政局
污染治理已投501亿元

近五年来，成都市财政对环
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累计投入501
亿元，其中市本级投入253.4亿
元，区县级投入247.6亿元。“今年
安排污染防治资金5亿元，目前已
下达各区（市）县2亿元。”据成都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
市财政局调整了以往污染防治
和环境保护资金以项目为导向
的分配方式，将市级直接投入资
金转变为引导资金，以实现环境
质量改善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为考核依据，对区（市）县实施奖
励和扣罚，实现污染防治资金对
区（市）县政府环境保护责任落
实的引导和激励。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王
垚 实习记者 郑鑫

榜单介绍语
“国际化的成都”

这张榜单被放置在《孤独星
球》官网的亚洲板块，10个“最激
动人心的旅行目的地”被一一标
注在一幅蓝色的亚洲地图上，一
眼就能看到位于地图中间偏右
的 “Sichuan Province， Chi-
na”——中国四川省。

再往下滑动网页，《孤独星
球》给这10个目的地都写了一段
介绍语，告诉旅行者们“为什么你
要去那”。“偏僻的村庄、高远的
天空、可爱的大熊猫、火辣的美食
……四川省是现代中国的缩影，
2018年前往那里的理由不胜枚
举。”四川省的介绍语，是这样的。

而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
城市，自然也出现在了介绍语中
——“国际化的成都已经成为全
国设计和科技中心之一，并伴随
着精酿酒吧和精品酒店的蓬勃
发展。”

甚至成都在西部地区担任的
交通枢纽角色，也可以从介绍语
中窥探一二——“从2018年开始，
旅行者将可以在这儿乘坐川藏铁
路的首段（最终连接拉萨仅需15
小时），西行游历凝固在时光中的
西藏村落；它们在崇山峻岭的对
比下显得娇小玲珑。若是北上，则
有美轮美奂的九寨沟国家公园。
抑或南下，感受登峰造极的心灵
体验：找个角度，瞻仰乐山大佛；
爬上峨眉山，涤荡自己的心灵。”

签约作者走遍川渝
“入选为成都带来更多机遇”

2012年就加入到《孤独星
球》团队中的“刀哥”，目前是一

名签约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成都
人。6年来，她的工作就是在中国
各地行走、调研、撰写稿件，给旅
行者们提供详实的信息。刀哥
说，她加入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调研和撰写《四川和重庆》
分省指南。两周时间里，刀哥跑
遍了雅安、乐山、眉山、绵阳等
地，一天时间里除了看景点还要
去实地考察当地的吃和住，工作
细致到进饭馆吃饭，除了关心菜
品与价格，还要关注当地人爱点
什么菜。“为旅行者提供的信息，
必须来自作者亲身实地的体
验。”四川和重庆，算是刀哥体验
得最多的地方，她后来又参与了

《四川和重庆》第三、四版的写
作，“走遍了川渝的山山水水。”

基于《孤独星球》广泛的受
众，每次榜单放出都会引起世
界范围内的关注。因此孤独星
球品牌与市场总监、兼中国区
发言人李沐泽乐观地表示，“四
川此次上榜，势必为成都带来
更多机遇。”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明显改善，尚需努力”，是国家环境保
护水土污染协同控制与联合修复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成都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
国对目前成都生态环境给出的评价。作为
成都市“新型智库”仅有的三位环保专家之
一，刘国常年关注成都生态环境发展状况。

“成都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成都做了
许多。”刘国说，成都的地形条件其实对环
保工作有很多不利影响，但成都却探索出
了许多属于本地特色的创新工作。他举例
道，成都不仅专门特聘了一批成都市新型
智库环保专家，而且把环保机构延伸到乡
镇这一级，在乡镇设立了环保办公室，并
设置了环保网格员。“此外，成都的生态环
境治理中的科技支持也是一个大的亮点，
科技在治理中的运用让成都环保由粗放
治理达到了精细化的管控。”

在他看来，“三治一增”也体现环境保
护中“科技支撑”的特点，不少治霾先进科
技被运用到大气污染治理中，黑臭水体污
染治理也是汇聚了国内外专家的智慧。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实习记者 郑鑫

■“国际化的成都已
经成为全国设计和科技
中心之一，并伴随着精酿
酒吧和精品酒店的蓬勃
发展。”

■“这里有国宝大熊
猫，还有无处不在的火锅
江湖与藏身小巷的苍蝇
馆子，甚至因一首歌走红
的小酒馆”

■“多数旅行者都会
把成都作为四川旅行的
第一站，在品尝过街头美
食之后，再从这里启程去
川西北藏地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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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去成都

提到旅行，有一本旅行指南的名字，可以说是全世
界的旅行者们都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孤独
星球》（Lonely Planet）。作为旅行指南，它每年都会精
心评选出一些旅行目的地并制成榜单供旅行者参考。

近日，《孤独星球》推出《 2018年度榜单：亚洲十大
最佳目的地》，其中四川省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地区，与
韩国釜山、泰国清迈、日本长崎等亚洲旅游胜地共同名
列榜单当中。榜单推出后，立刻成为了旅行者们和媒体
关注的焦点，CNN、今日美国等多家世界级媒体都对这
份榜单进行了报道。

著名旅行指南《孤独星球》发榜 四川入选“2018亚洲十大最佳目的地”

四川旅游产业
成都占了半壁江山
数据显示，去年四川共接待

国内游客近7亿人次，达到6.69亿
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8900亿元，
离万亿产业仅一步之遥。成都，则
几乎占了半壁江山。根据统计，在
自由行上，成都是整个四川最受
游客青睐的城市。去年成都接待
游客2.1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033.42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301.33万人次，同比增长10.66％。
同时，成都还被评为了“中国旅游
休闲示范城市”和“中国最受全球
旅客欢迎的十大旅游目的地”。

数据数据

专家访谈

国家环境保护水土污染协同控制与
联合修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理工大
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国：

成都环保探索出
本地特色创新元素

2018年3月7日，蓝天白云下的天府熊猫塔。成都商报摄影记者 张直

《孤独星球》签约作者刀哥

一名在宽窄巷子游览的外国游客拍照

紧接01版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实施
城镇污水和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两个

“三年推进方案”，全面提高垃圾、污水处
理设施及管网配套水平。

八要坚决打好“散乱污”整治攻坚战。
重点瞄准辖区交界区域，严格监管“真空”
地带，按照“整改规范一批、调迁入园一
批、依法关闭一批”原则，科学甄别，分类
处置，到2020年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

“清零”目标。
九要坚决打好清洁能源替代攻坚战。

要推进清洁能源革命，作为关键的“治本
之策”，加大对电能替代工程财政扶持奖
励力度；完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统筹推
进清洁能源生活区建设。

十要坚决打好环保产业发展攻坚战。
以淮州新城为重点，规划布局国家节能环
保产业园；支持国际国内优秀环保企业进
入成都、辐射西部，扶持本地优秀环保企
业加快发展。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加快推
广科技治霾技术项目，在基础科研、技术
攻关等领域争取国家更多支持。

范锐平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定
对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列
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抓生态环境保护就
是抓发展”意识，打好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保护攻坚战。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把生态环境保护做得好不好、群众
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党的执政能力、政府
公信力和队伍作风“试金石”，推动“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在蓉落地生根。直面历
史遗留问题和突出环境问题，敢抓敢管、一
抓到底、抓则必成，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
见效，确保环境有明显变化、群众有直观感
受、社会有广泛认同，努力向党中央国务
院、向省委省政府交出满意答卷。

罗强指出，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推进“三治一增”，深入实施大气
污染防治“650”工程，水污染防治“626”工
程和土壤污染防治“620”工程，强化中央
和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抓好市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整治，聚
焦聚力抓落实；要着眼长远，坚定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做好生态保护的“加
法”和环境污染的“减法”，着力构建绿色
低碳发展制度体系、产业体系、能源体系、
城市体系、生活体系和碳汇能力体系，加
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要坚决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做到责任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强化督查考核和社会监督，充分
发挥网络理政平台作用，加快构建生态环
境保护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会议上，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环保
局、市水务局、成都天府新区、成都环境集团
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左正作总结
讲话，对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领
导胡元坤、谢瑞武、王川红、苟正礼、田蓉、
刘守成、范毅、刘筱柳、刘玉泉、王平江、刘
旭光，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市
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市落实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和
市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
加会议。成都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各区
（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上接01版 四要毫不松懈抓好地质灾害防
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特别
要做好沿山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和
临灾预警工作。五要做好灾情统计上报，
坚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原则，为积极
稳妥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打下坚实基
础。六要做好灾后生产恢复，突出抓好农
业生产恢复，努力减轻水灾带来的不利影
响，确保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七要继续抓好
宣传工作，及时、准确、全面、持续播发权威
部门发布的气象、汛情以及可能引发的自
然灾害信息，广泛宣传干部群众在抗洪救
灾中的感人事迹，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战胜洪涝灾害。

市领导刘玉泉、刘旭光，市政府秘书
长周先毅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