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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记者来到金牛区
沙河源街道陆家水果市场附近，
与市场一墙之隔的一整块场地
被绿色的遮蔽网覆盖，视野之内
看不到堆放的建筑垃圾。去年 9
月前，这里还堆放着一人多高的
建筑垃圾。附近工作和居住的市
民表示，经过整治，现在环境好
多了。

“建渣都被清走了，干净多
了。”住在金牛区沙河源街道陆
家水果市场附近的市民洪先生
表示，之前该处堆放了很多建筑
垃圾，很乱。有居民也把垃圾丢
在里面，还会产生异味。洪先生
所说的“垃圾堆”，之前是地铁 5
号线古柏站临时用地场地。该场
地靠近金芙蓉大道一侧，紧挨着
一个库房，库房工作人员王先生
告诉记者，之前这里没有围墙封
起来，很乱。

金牛区沙河源街道党工委
委员王波表示，该场地周围有
库房和住家，大概有几百户居
民。王波称，去年 9 月 1 号接到
群众举报后，经查发现该处建

筑垃圾堆放的场地，属于成都
地铁 5 号线古柏站工程临时用
地范围。该处的建筑垃圾是古
柏站工程临时用地旧房拆除时
堆积的。

接到投诉的第二天，沙河
源街道牵头，联合城管和园林
部门，清运了建筑垃圾，平整了
场地。同时用遮蔽网对场地进
行了全覆盖，并修复了临时围
挡。“整个场地大约有两千平方
米。”王波说，清运当天用了 6
辆运渣车。除了清运建渣，之后
沙河源街道办还加强了对该区
域的巡查。同时督促业主单位
切实履行对该场地的管护责
任。当月内，该场地的水泥墙围
挡修建完成。

金牛区环督办工作人员吴靖
表示，去年他们对该处进行了至
少4次监督检查，“包括事前、事
中、事后”，既有明察也有暗访。对
于整改结果，附近的居民都还是
比较满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林聪 摄影报道

垃圾中转房传异味、空场地堆放建筑垃圾

群众举报的问题都整改了
回头看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小区的垃圾中转房
传来异味，让附近的住
户感到烦恼；一整块空
场地，却堆放着建筑垃
圾……接到群众的投诉
后，相关部门立即进行
整改。反映的问题都解
决了么？现在的环境的
怎么样？11月 6日，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对高新区、金牛区的
两个点位进行了现场
回访。

家住高新区锦尚天华小区2
栋的陈女士，自家儿童房的窗户能
常常开着了。去年，小区的垃圾中
转房常常传来异味，门口绿地还堆
放着瓷砖、油漆桶、沙袋等垃圾，让
就在垃圾中转房上方居住的陈女
士和多位邻居都苦不堪言。

去年9月，高新区管委会接
群众举报，投诉该小区生活垃圾
长期无人清理。经核查，上述情
况基本属实，相关部门对此进行
整改，一是组织清运单位对锦尚
天华小区堆放的生活、建筑垃圾
进行清运，二是加强小区垃圾中
转房的日常管理，生活垃圾做到

“日产日清”，及时做好垃圾中转
房的清洗、消杀工作，避免散发
异味影响小区居住环境。

13个月过去后，群众反映的
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小区曾
经脏乱差的垃圾中转房，如今是
什么模样？11月6日下午，记者来
到了锦尚天华小区进行探访——
如今，垃圾中转房从外观来看已
基本洁净，刚刚冲洗过的地面还
有水迹，靠墙处整齐摆放着多个

绿色垃圾桶；门口的绿地也已经
恢复，栽种了草木。

“和之前相比，小区的改变
还是很明显。”该小区业委会负
责人陈仁蓉表示，垃圾中转站的
处理首先解决了该区域臭气熏
天的问题，整改后几乎很少收到
住户的投诉。

楼栋门口的垃圾桶数量是
陈仁蓉感受到的另一个变化。去
年下半年，在投诉后不久，经由
该小区业委会表决同意，小区进
行了物业公司的更换。陈仁蓉
说，此后每栋楼垃圾桶有了变
化，“形状变大了，数量基本每栋
楼增加了至少1个垃圾桶，清理
频次也有增加。”

小区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
称，该小区主要由保障房和廉租
房组成，目前有近 1100 户居民
居住在这里。小区垃圾引发异味
的“问题较复杂”，一是此前附近
垃圾压缩站一段时间里缩减了
接收量，导致垃圾在小区堆积；
二是之前物业可能清理不及时，
没有按时冲洗垃圾桶。

“目前，我们做到了每天清
洗1~2次垃圾中转房和垃圾桶，
同时基本保证垃圾在每天下午
3~4 点运离小区。”上述负责人
说。这也得到陈仁蓉的认同，她
表示，由于小区居住人口多，因
此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也不容小
觑，解决了垃圾中转站的清理问
题，确实改善了居民生活。

垃圾造成小区出现异味的
问题，大部分市民都曾遇到。对
此，一直从事环卫工作的桂溪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葛利萍提出
了“五臭”来源：一是垃圾本身存
在的异味，二是由垃圾清理不及
时导致的异味，三是排污水沟堵
塞或外溢引起的异味，四是垃圾
站和垃圾桶清理不及时引起的
异味，五是垃圾不合理分类可能
导致的异味。

葛利萍表示，垃圾问题需要
多方努力解决，既要保证排污管
道的顺畅，同时要在社区里宣传
垃圾分类的思想，并要求保洁人
员每天全方位清洗，“让居民有
一个干净的生活环境”。

垃圾中转房“臭气熏天”
整改后不再传异味

建筑垃圾未清理
多部门联动清运垃圾、平整场地

成都举办“纪委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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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成都西边的邛崃市，素有“天府南来第一州”
的美誉，依托自然优势形成的景区也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游客。但在记者的暗访镜头下，森林违规采伐，游客
被农家乐拉客乱收费，市内主干道临街占道、摆摊成
风……“敢担当善谋促发展，抓落实实干惠民生”是
否落到实处，邛崃市的职能部门当场应考。

昨日，“成都面对面·监督问责第一线”全媒体
直播节目走进邛崃市。无彩排、不作秀的“临阵点
将”节目模式，让两个多小时的节目辣味十足。暗访
短片曝光问题，相关责任人直面问题，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有关专家、特邀监察员、市民监督员和媒
体观察员组成的考评团紧抓问题进行问询，群众代
表现场对被问责单位负责人回答问题的情况进行

“满意”或“不满意”评价。环环相扣的节奏，问清了
问题根源、问出了责任所在。

违规采伐
邛崃市农林局：重了审批轻了监督

深秋的大同乡仍是一片郁郁苍苍，但记者行进
至桃花村路时，却接连看到伐木工人工作的场景。镜
头中，近千平方米的伐木现场给森林“剃”了一个
疤，而这样的现场在镜头中出现了两处。在询问是
否有采伐许可证时，伐木工人提供的证件已过期，
且实际采伐面积明显超过规定范围。对此，护林员
和大同乡工作人员都说，“超期超面积采伐后，就再
补一个证嘛，先口头汇报一下，晓得就对了。”采访中
大同乡的村民说该情况很普遍，而且持续了一两年。

“从市局到乡镇，包括农林站管护人员，都需要
加强日常的巡查监管，发现一处或群众举报一处我
们都会严厉查处。”邛崃市森林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表态说。邛崃市农林局相关负责人现场反思说，在
前期工作中存在重审批、轻监督的情况，“我们今年
处理的案子，在无证砍伐上处罚比较多，在有证的
处罚上比较少，从片子和案子处理的结果来看，是
重了审批而轻了监督。”该负责人表示，将在下一步
工作中加强与乡镇的联系，补齐后续监管漏洞，对
于可能在监管中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况，将加强队伍
建设，坚决杜绝执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

景区管理不规范
邛崃市文旅局：将统筹综合执法

“停车10块钱！”“来我饭店吃饭，最低消费100
块就免费带你上景区。”……还没到天台山景区，自
驾的游客就被来拉客的农家乐围住了。天台山下的
几十家农家乐，吃饭不开发票、住宿不用登记身份
证、没有办营业证也没有消防设施……种种乱象欠
缺监管。“开农家乐的大部分都是本地居民，所以我
们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将拉客行为集中在一个区
域采取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在一个区域进行商家的
旅游产品推介。”平乐古镇天台山景区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邛崃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问题涉及
多部门管理，“文旅局将统筹协调公安、交运、城管、
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景区内的食品安全、价格管理、
服务质量进行整改。”该负责人说，文旅局主要对景
区的旅游产品、旅游质量、旅游服务水平做重点指
导。下一步工作中主要对景区业主进行统一培训，
让他们从经营理念、服务质量、服务技能水平方面
提高认识，提升邛崃旅游的形象。

“这反映的是社会治理和行政管理当中的松散
宽。”成都市委党校教授薛成有分析说，行政部门往往
习惯以许可的方式来解决监管的问题，“现在的改革
就是变事前审批为事后事中监管，但我们还是满足于
把事前的审批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抓手，所以在事后
和事中的监管当中，确实存在失之于软，失之于宽。”
他表示，“希望干部有所为有所创新，和群众一块儿把
5A级景区建成，把已有的问题解决掉，为全国这些难
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可操作可复制的成都经验。”

此外，10月8号邛崃当地节目“最美邛崃”曝光了
书院街沿街、文南路周边、东洪路街道等地路段游商
小贩占道经营的现象，在此次直播中也对该点位进行
了回访，直指曝光不整改的问题。邛崃市城管局当场
表态：“目前已经规划了6个疏导点，我们将抓紧时间
整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不扯发票不办证，拉客收费无标准
天台山景区农家乐乱象缺监管

邛崃市文旅局：
将统筹综合执法
提升邛崃旅游形象

昨日，成都市纪委监委举办了“纪委开放日”活
动，包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群众代
表在内的40余人参与活动。代表们先后参观了武侯
祠廉政文化基地、“天府文脉家风传颂”主题文化展，
并观看了“清廉蓉城创建引领行动”群众文艺巡演。

令代表们没有想到的是，武侯祠博物馆不仅是
旅游景点，同时还是廉政文化基地。成都市纪委监
委特邀监察员、成都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宁
说，“在传统的印象中，武侯祠是一个著名景点，其
实它还有其他的作用，它可以作为廉政教育基地，
将我们熟知的三国故事、人物与廉政文化结合起
来，将廉政故事讲得更生动、更接地气。”

在观看“天府文脉家风传颂”主题文化展时，代
表们不时地拿出手机，对展出的家风故事拍照记
录。“有好的家风，才会有好的社会风气。”武侯区纪
委监委特邀监察员刘秀说道。

昨日下午，在青羊区少城视井演播大厅，代表
们还观看了“清廉蓉城创建引领行动”群众文艺巡
演（青羊站）。舞蹈《清风荷影》、音乐快板《执政为
民》、情景诗朗诵《信仰与忠诚》……通过不同的表
演形式，这场文艺汇演对清廉文化进行了创新式的
演绎。成都市纪委监委特邀监察员、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田雪梅说，“这些节目不仅站
位高，将廉洁文化与成都地域传统文化相结合，更
加亲近老百姓的生活，大家感同身受，都乐于接
受。”参观活动结束后，成都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与代表们就“纪委开放日”活动进行了座谈交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周霖
整改后的场地整改前的场地（沙河源街道供图）

在成都大大小小的建设工地
上，常常能见到监测工地扬尘的设
备。它们显示着工地的扬尘数据，督
促工地文明施工，为成都的空气质
量保驾护航。下月开始，如果这些设
备谎报数据、安了不用，其设备供
应、运维单位将被列入“黑名单”，最
严将面临一年禁入市场的惩处。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成都市建委官网获悉，《成都
市建设工程扬尘在线监测设备运
维管理“黑名单”制度》（以下简称

《“黑名单”制度》）已于 11 月 5 日
正式印发，明确了本市行政区域
内在建工程项目从事扬尘在线监
测设备供应或运维的单位，如在
管理服务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行
为，将被列入“黑名单”。《“黑名
单”制度》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实
施，有效期5年。

6个违规行为
占一条就要进“黑名单”

《“黑名单”制度》明确，设备供
应、运维单位有以下六条情形之一
的，将被列入“黑名单”：

1、经认定存在传输虚假扬尘
监测数据行为的；

2、提供虚假制造计量器具许
可证（CMC）或计量器具型式批准
证书（CPA）或由省级以上的具有
计量认证（CMA）资质的法定计量

技术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检定
证书、校准证书报告的；

3、设备维保单位履职不到位，
导致扬尘在线监测设备监测数据
（PM10日均值）低于国控点或环保
标准仪器采集数据 40%的设备台
数占本单位当月设备总数比例大
于5%的；

4、每月5%以上的本单位设备
在扬尘在线监测平台的累计离线
率大于15%（含）的；

5、设备维保单位履职不到位，
导致扬尘在线监测设备监测数据
（PM10日均值）低于国控点或环保
标准仪器采集数据 20%的设备台
数占本单位当月设备总数比例大
于5%的；

6、未及时签订运维合同的，未
正确报送设备信息（安装经纬度，
设备ID号等），设备安装到位后未
按要求及时传输监测数据的。

“黑名单”管理期限为半年至一年
期间将被禁入市场

《“黑名单”制度》也对监管措
施及管理期限进行了明确——

对于发生第一至四款的扬尘
监控设备供应、运维单位，将实施
市场禁入，市场禁入期间设备供
应、运维单位应按相关要求在规定
时限内对原设备存在的问题进行
整改、召回，并继续做好原设备的

运营维保工作；
对于发生第五、六款的扬尘监

控设备供应、运维单位，则实施重
点监管，加大对单位及设备检查抽
查频次。

“黑名单”管理期限视违规行
为不同而不同，其中对发生第一、
二款的扬尘监控设备供应、运维单
位“黑名单”管理期限为一年；对发
生第四条第三至六款的“黑名单”
管理期限为半年。列入“黑名单”管
理和从“黑名单”中删除的日期以
公告日期为准。

对拟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市
建委将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当
事人可以在接到告知通知书后的3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市建委
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若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
立，市建委应予采纳。

被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完成
了违规行为整改的，在“黑名单”管
理期限届满前 1 个月可向市建委
提出解除申请。经市建委对其整改
情况进行组织验收合格的，在“黑
名单”管理期届满时，将其从“黑名
单”中删除，并在 3 个工作日内通
过市建委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对外
公告。如在期限届满后，被列入“黑
名单”的单位仍未完成整改，将自
动延长其“黑名单”管理期限，直至
完成整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监测工地扬尘的设备谎报数据？

小心遭“拉黑”！

11月7日凌晨，搭载123辆沃尔沃XC60型SUV的中俄
定制班列由成都集装箱中心站发往莫斯科沃罗腾斯克站，几
乎涵盖了此款SUV的全部档次，这是成都本地企业生产的
汽车整车首次通过中欧班列（成都）对外出口。

今年来，成都港投集团立足成都，在服务贸易和产能转移上
创新发展，开行俄罗斯贸易定制班列。11月初已发送测试柜，在
收到发运情况良好的反馈后，便快速组织本趟123辆SUV由成
都国际铁路港发往俄罗斯沃罗腾斯克站的定制班列。

随着中欧班列（成都）优质、高效、稳定地运行，不断拓展
在现代物流成本和效率方面的综合优势，港投集团秉持以

“成都工匠”精神，精雕细琢中欧班列（成都）品牌形象，继续
坚持业务“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吸纳
更多类似于本土智能制造产业客户，共商共赢，同谋发展。

2011年夏天，沃尔沃成都工厂在成都市龙泉驿经济技
术开发区奠基，2013年8月28日正式建成。沃尔沃汽车从龙
泉驿区车城运载至成都铁路口岸仅46公里，挂车运输仅需
1-2小时。到达成都国际铁路港后，再搭乘中欧班列（成都）
十余天驶达欧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图据青白江宣传部

“成都造”汽车整车
首次通过中欧班列（成都）对外出口

11月7日，成都市食药监局通
报2018年度第5号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和评价性抽检结果。特别值得
关注的是，在监督抽检不合格样品
抽检结果汇总表中，著名餐饮品牌
海底捞的门店赫然在列。具体信息
为：被抽样单位名称为“简阳市海
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都第二分
公司”，抽样单位地址为“成都市成
华区建设北路三段2号三层3F-01
号”的餐饮店，所使用的消毒筷子
和消毒碗，检出大肠菌群，此项目

的标准值为“不得检出”。
据通报，本次监督抽检共检

查餐饮食品（含餐饮餐具）294批
次，其中合格批次为236批次，合
格率为80.27%，不合格指标主要
为大肠菌群和铝的残留量。而在

“监督抽检不合格样品抽检结果
汇总表”中，有两项事关著名餐饮
品牌海底捞。具体为：任务编号为
SC20181786、SC20181787，标 称
生产经营主体和被抽样单位名称
均为“简阳市海捞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成都第二分公司”，所抽检的
消毒筷子和消毒碗中，都检出了
大肠菌群，按照标准，此项目为

“不得检出”。抽样单位所在地址
为“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三段
2号三层3F-01号”，消毒日期为
2018年7月9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通
过核对上述地址，确认此地址商家
为海底捞火锅（龙湖三千集店）。随
后，记者致电海底捞工作人员，该
工作人员确认“简阳市海捞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成都第二分公司”确为
著名品牌海底捞的企业。

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对大肠菌
群的风险解读为：大肠菌群是在
一定条件下发酵乳糖产酸产气的
需氧和兼性厌氧革兰氏阴性无芽
孢杆菌，是反映食品卫生质量的
指标之一。如果大肠菌群值超出
相关标准所规定的限量值，则说
明食品存在卫生质量缺陷。食用
大肠菌群超标的食品，可能引起
急性中毒、呕吐、腹泻等症状，危

害人体健康安全。大肠菌群超标
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操作人员
卫生意识不强，不按生产要求进
行操作；加工环境和用具卫生不
达标；没有按食品相应的要求进
行储存和运输。

此外，据通报，位于双流区东
胜街道成北下街的“双流巴色鱼
捞汤锅店”也存在类似问题，该店
的消毒筷子和勺子，同样检出了
大肠菌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秀明

成都海底捞一门店碗筷被检出大肠菌群超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