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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套自主核心技术的加氢站设备诞生自成都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研究中心”即将落户郫都区

迈向能源
“氢时代”

10月10日，
成都环球中心与雪山相映生辉 摄影记者 郭广宇

氢气加注设备 受访者供图

成都有底气！

这家成都企业
至今已为全国多个城市
提供加氢设备

加氢3分钟，续航600公里，作为新能源汽车主要技术
路径之一，
氢燃料电池汽车正成为世界能源和交通领域的
研发热点，
国内多个城市开始布局燃料电池零部件、
制氢、
储运、加氢站等产业链各个环节，成都更是在部分环节走
到了全国前列：
全国第一套自主核心的氢气加注设备诞生
自成都，国内专业化、规模化的加氢基础设施研发生产企
业前三甲也落户成都。
此外，发挥专家技术与企业产业优势的“氢燃料电池
发动机研究中心”即将落户成都市郫都区，从事氢燃料电
池关键技术——
“电堆”的研发和生产，首期拟投资4000
万元生产核心零部件
“电堆”
。

走进郫都区康隆路555号，制造车间正一
片忙碌，氢燃料电池汽车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加氢站的设备就是产自这里。
“ 厚普股份
在氢能产业上涉足较早，目前已具备核心零部
件研发与生产能力，是国内最早设计箱式撬装
加氢设备的公司，并且为氢能产业的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成都华气厚普机
电设备股份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仅在今
年，公司就为上海、武汉、郑州、张家口等国内
布局氢能源汽车的城市供应了氢气加注设备。
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加注设备，从外观上
看更像一个集装箱。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
生产的撬装式加氢设施，设计为将所有设备集
成在一个或多个撬装，形成一体式或分体式两
种，
“将加氢机放在这个设备里，具有占地面积
小、安全性高、机动灵活、使用简单方便等特
点，可根据市场需求方便运输。”
据介绍，目前厚普股份生产的加氢设备分
别包括日加氢量50公斤、200公斤、500公斤、
1000公斤，以日加氢量50公斤为例，可以满足
10辆小轿车的加氢需求。
事实上，这些加氢设备并不是“初出茅
庐”，早在2014年，厚普股份研发生产的氢气加
注设备就成为了郑州宇通客车首座加氢站的
核心。目前，全国也仅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在进
行加氢站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2005年就
落户成都的厚普股份是两三家国内专业化、规
模化的加氢基础设施研发生产企业之一。

陈云贵教授与氢气加注设备

今年1～9月成都收获183个优良天

这个九月，
“气质”特好

首期投资4000
首期投资
4000万
万
核心零部件“电堆”
生产落户郫都区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上游与下
游之间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带着学
习交流与探讨合作的目的，四川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云贵11
日下午专门前往成都华气厚普机电
设备股份公司进行了考察。在陈云贵
看来，基于四川水电构成达到80%的
事实，在四川推广新能源汽车更符合
新能源汽车的内涵，利用我省丰富的
水电和弃水电制氢这一观点也被不
断重申。
“150亿度弃水电制氢可供275万
辆燃料电池轿车或3.75万辆燃料电池
公交车使用。”陈云贵教授告诉记者，
合理考虑天然气和富产氢为氢燃料来
源，
合理布局加氢站和氢能基础设施，
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运营非常必
要。
他认为，
解决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
关键材料，以及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
的相关技术是发展燃料电池汽车的制
高点，
否则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重走发展燃油汽车的老路。
事实上，对于燃料电池发动机的
研发，
成都也有了最新的动向。
陈云贵教授所在的四川大学已
经和国蓉科技、泰罗斯签署了合作协
议，将发挥各自的技术与产业优势，
在成都成立生产型公司，并同时成立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研究中心”，从事
氢燃料电池关键技术——“电堆”的
研发和生产。
“ 目前项目已经落地郫
都区，第一期计划投入资金4000万元
的 生 产 设 备 ，生 产 核 心 零 部 件‘ 电
堆’”陈云贵教授透露，未来还将形成
“电堆”产品系列化生产和氢燃料发
动机的制造。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摄影报道

10月10日，成都人的朋友圈已
经数不清第几次被秋日暖阳、遥见
雪山的美图刷屏。
昨日，成都市环保局召开的10
月例行通气会发来今年1～9月的
“气质”成绩单：1～9月成都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183天，优良天数增加
4天；
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12天。
为了守护成都蓝，从今年起至
2020年，成都计划投资12亿建设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到2020年基本建
成统筹所有环境资源要素的天地一
体垂直网络监测体系，同步建成全
市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气质”表现亮眼
上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8天
在刚刚过去的9月，成都的“气
质”
表现亮眼。
据成都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9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8天，重要污染物PM10、PM2.5浓
度下降幅度分别为17.3%、13.3%。
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也是成
都大气形势严峻的秋冬季，成都将
如何打这场严峻的“蓝天保卫战”？
据介绍，成都实施了城镇污水和城
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两个“三年计
划”，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环保
监管方面，审查规划环评8个，审批
建设项目2972个，总投资4253.5亿
元，其中环保投资41.7亿元。受理环
境 信 访 投 诉 16353 件 ，办 结 率 达
100%。深化测管协同和行刑衔接，
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1684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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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自贸试验区优秀案例

从2017年8月29日起，成都“蓉
城人才绿卡”
正式开始发放，
意味着
在蓉专家人才自此直接享受政务服
务、创新创业、日常生活等方面的24
项具体服务事项。与其他城市不同
的是，通过引入社会化、市场化资
源，
“ 蓉城人才绿卡”持有者还能享
优惠乘坐公交、地铁等众多福利。
如今，
出生满一年的“蓉城人才
绿卡”已经面向在蓉专家发放了617
张
“蓉城人才绿卡”
（A卡），
为持卡人
才累计提供各类服务超过1000人次。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
期中，超1520万名游客来
到成都。记者从成都餐饮
同业公会获悉，在此期间，
成都在餐饮消费上没有接
到一起投诉。数据背后，是
否意味着成都餐饮行业正
在逐步规范？众多成都美
食是如何精细化管理？记
者昨日进行了走访。

福利/
开通多条
“绿色通道”

探访>

景区内标示明确
“绿茶的原产地都晓得”

上午10点的洛带古镇游人如织，
沈玉兵在上街125号经营的“洛带金
丝饼”店一早就卖出了近一百份。记
截至目前，
太古里、宽窄巷子、洛
者注意到，该店墙上张贴的详细价格
带古镇已经全面实现菜品价格标识
表中，商品品名、规格、计价单位和价
的精细化管理。
作为在洛带古镇经营
格都一目了然。
10余年的老店长，沈玉兵认为这样的
来自沈阳的杨小姐一早就来这
菜单实际上方便了买卖双方。
“ 顾客
家店，仔细查看了价格表后，购买了5
可以明白消费，
我们也不用每天回答
袋豌豆饼和10盒冬瓜糖。
“ 都是买给 ‘一包有多重’的问题。”另一位街子
同事和朋友的特产。”第一次来成都
古镇的餐饮店老板也表示，
详细的菜
旅游的杨小姐注意到，成都不少商店
单也一定程度避免出现纠纷，
“ 我们
的价格单都标注得很仔细，
“ 连一碗
国庆期间没有发生一起投诉”。
洋芋坨坨都明确标明了大份100克
（10元）、小份50克（5元）。”
和杨小姐有相同感受的游客还
全市重点景点、景区和特色街
有很多。一对安徽老夫妇这两天在成
区餐饮门店，年底前全覆盖
都游览了宽窄巷子和洛带古镇，
让他
们感到惊奇的是“成都连茶都做得这
一盒10元钱的冬瓜糖有7两重；
么精细”。吴先生主动拿出手机展示
一份鲜肉包里有4个40克的肉包；一
了他在宽窄巷子的经历——点一杯
杯桂花冰茶有400毫升，是由广州白
绿茶，商家不仅标明了茶叶克数，连
云区杭州美度咖啡商行的红茶包和
产地、品牌都有明确标注，这让自称
桂花蜜泡制而成…… 为打造国际美
“茶友”的吴先生连连点赞，称是“前
食之都，成都把目光放在了菜单，要
所未有的体验”
。
求以精细化的思路让食客明明白白
不仅是重量标识，记者还注意
消费。
到，在国际化、标准化、精细化标识的
今年5月，太古里、宽窄巷子、锦
基础上，积极创新的餐饮门店还有不
里三条特色街区的所有餐厅进行并
少。在锦里一家名为“隆中对”的小吃
完成了菜品价格标识精细化管理工
店里，就标注了小吃的味型，比如竹
作。小到卖洋芋、热狗肠的小店，
大到
叶牛肉的味型就是“辣”
，叶儿粑的味
品牌化的餐饮，
菜单精细化正在成为
型则是“不辣”
。
成都餐饮行业的一张名片。

推广>

这项工作还在持续推进中。
成都
作等多个环节，
成都首先创新性地建
根据餐饮类别的不同，
从中餐、火锅、 立了协调推进机制。据了解，市商务
小吃、饮品和服务5个方面细化操作
委会同市发改委、市旅游局、市工商
要求、编制标识示例，
制作了《成都市
局、市食药监局等相关部门建立了协
餐饮业明码标价参考模版》，预计在
调推进机制，旨在让餐饮标识标准
年内推出首个餐饮业明码标价地方
化、精细化管理工作不仅有覆盖的
标准。截至6月上旬，太古里64家、宽 “宽度”
，更要有实施的“深度”。
窄巷子61家、锦里69家餐饮门店全部
除了协同部门，
成都还在“吃”
上
更新了菜单，不仅提升了3条特色街
进行了更多大胆创新。火锅马拉松、
区的对外形象，更得到了消费者、商
推广中央厨房和加工配送中心建设、
家的一致好评。
引导川菜企业连锁化经营……系列
今年国庆假期，成都共有858家
创新让成都离国际美食之都越来越
旅游景区餐饮门店对菜单进行了标
近。市商务委数据显示，上半年成都
准化、精细化标识。成都餐饮同业公
实现餐饮收入超370亿元，
增长12%。
会秘书长袁小然还透露，10月31日
在日前举行的成都市世界文化
前，全市4A级以上景点、景区将全面
名城建设大会上，
成都还提出要在革
实现菜品价格标识的精细化管理；
到
故鼎新中培育多元美食产业。
依托产
今年年底前，全市重点景点、景区和
业创新充分延伸美食文化产业链，
把
特色街区餐饮门店将全部覆盖。
创意农业、创意旅游、创意设计融入
美食，提升美食多层面附加值，着力
构建世界级美食产业生态圈。
大会还提出，
要打造国际美食产
精细化管理
业高地和美食城市品牌，
深度挖掘美
川味美食正在提档升级
食文化附加值，
研究、保护、传承餐饮
“餐饮标识标准化、精细化管理 “老字号”
文化和技艺，
凸显以川菜文
工作不仅仅是在可见形式上的探索， 化为代表、中外美食荟萃的国际美食
更关注餐饮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
之都魅力。
节。
”市商务委副巡视员陈小兵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实习生 张
针对食品质量、标准规范以及登记工
鑫蕾 摄影记者 陶轲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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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成都启动建设
天地一体垂直网络监测体系

发布会现场，成都市环保局相
关负责人还就日前印发的《成都市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进行了介绍。
根据该行动计划，成都将投资
12亿，分三年统筹建设环境质量监
测网络、污染源监测网络和生态状
况监测网络，统一构建全市生态环
境监测大数据平台，监测点位进一
步优化调整，解决自动预警监测能
力不强、污染源监测体系不完善、生
态遥感监测领域空白、生态环境监
测信息化水平不高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
按照计划，
2018年将
新建20个市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子站，完成第二期150个市级微站建
设任务，
在双流区、
新都区分别建设1
个大气输送通道综合观测站，
在青白
江区、
郫都区、
龙泉驿区、
新津县、
蒲江
县新建5个边界站站房。
明年将完成所
有 微 站 建 设 ，将 造 成 雾 霾 的
PM2.5\PM10作为必测项目。
到2020
年，
基本建成统筹所有环境资源要素、
标准规范统一、
责任边界清晰、
天地一
体、
各方协同、
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
实现全市环境质量、
污染源、
生态状况监测能力和生态环境监测
预报预警、测管协同、环境信息化水
平全面提升。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617张
“蓉城人才绿卡”
让在蓉专家人才工作生活更便捷

成都858家景区餐饮门店对菜单标准化、精细化标示

洛带古镇的洋芋坨坨
也按克数明码标价了

罚金额9450.5万元，持续保持打击
环境违法犯罪高压态势。

政务服务获得专属绿色通道，
优先获荐申报国家、省、市相关人
才资助项目和科技计划项目，享受
公积金提取便利和贷款额度优惠，
获得共享单车的免费骑行资格
……看似普通的“蓉城人才绿卡”，
却能让在蓉专家人才享受到实实
在在的福利。
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称，
“蓉城人才绿卡”提供的24个具体服
务事项，
帮助在蓉专家在政务服务、

创新创业服务、商务服务和生活服
务等方面享受到更多“绿色”
服务。
“绿色”首先意味着“更快捷”。
市人才办会同市政务中心、市经信
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等16个市级
部门，
开通了“绿色政务办理通道”，
让专家办事更快；在市属第一、第
二、第三人民医院开通了“绿色就诊
通道”
，让专家看病更快；
在武侯祠、
杜甫草堂等处开通了“绿色游览通
道”，让专家旅游更快。
“绿色”还意
味着“更方便 ”。
“蓉城人才绿卡 ”
APP客户管理系统，实现了人才服
务线上预约、办理、跟踪、问效服务
全链条，大大节省了专家人才办理
服务的时间，
降低了服务办理成本。

影响/
成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才的选择

今年5月，持有“蓉城人才绿卡”
的专家徐教授正式在成都市金牛区
办理了登记入户手续。
凭借“蓉城人
才绿卡”
享受的绿色通道，
徐教授只
花了不到5分钟，就在“蓉城人才绿
卡”受理绿色通道完成了户口登记
和新身份证受理。据悉，申请“蓉城
人才绿卡”只需在微信公众号上填
写必要信息，并上传相关证明证书
及在蓉长期工作的证明，经审核通
过后即可完成卡片申请。
“除已发放的617张绿卡之外，
我
们近期还收到了数十个专家的申
请。
”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蓉
城人才绿卡”
不仅是一张成都人才专
属的
“荣誉卡”
，
也是
“蓉漂”
享受服务
事项的凭证。而成都提供的这些服
务，
也将吸引着更多专家人才看到成
都的机遇与诚意，
前来入职成都甚至
选择在这里居住。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实习生 张鑫蕾

品免费红枣 尝红枣火锅
“楼兰文化·红枣节”将在成都举行
11日上午，记者从首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
之新疆若羌第十二届“楼
兰文化·红枣节”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10月25日至26日，新疆若羌第十
二届楼兰文化·红枣节将在成都举

行，届时，除10万颗若羌红枣可免费
品尝外，
还能欣赏楼兰歌舞表演，
品
尝若羌红枣养生火锅，让成都市民
在家门口体验楼兰文化。
成都商报记者 庄灵辉

上接01版 合理放宽社会办医疗机
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规划预留空
间，
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开展家
政服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举办
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等
政策措施。二是完善促进实物消费
结构升级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大
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壮大绿
色消费，
促进智能汽车创新发展，
加
快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
商用等政策措施。三是加快推进重
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主要
包括将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
工程实施范围逐步由食品农产品领
域向消费品等其他领域拓展，加强
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制定等政策措

施。四是建立健全消费领域信用体
系。主要包括完善消费领域信用信
息共享共用机制，在部分地区试点
建立失信企业惩罚性赔偿制度，完
善食品药品等重要消费品召回制度
等政策措施。五是优化促进居民消
费的配套保障。主要包括制定出台
新个人所得税法相关配套制度和措
施，积极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
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加快消费信贷
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深化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六是加强
消费宣传推介和信息引导。主要包
括加强消费领域统计监测，加强消
费领域大数据应用，认真做好消费
宣传引导工作等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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