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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更蓝

水更清

去年成都市优良天数达251天，全年优良天数增幅位居全国
重点城市第一，提前24天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目标，摘得
联合国2018年度全球绿色低碳领域先锋城市蓝天奖

国控锦江黄龙溪出境断面水质从V类提升到IV类，去年有5个月还
是Ⅲ类，县城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基本消
除建成区黑臭水体

地更绿

土壤环境质量更加稳定，
天府绿道体系已建成2607公里，
实施全
域增绿项目1133个，
森林覆盖率达39.5%，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43%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于会文：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
成都颜值越来越高了

环球中心与西岭雪山同框 本报资料图片
3月3日，抵达北京第二天，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于会文还是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看看空气质量
各项指标，出发来北京的前一天，于会文主持召开了四川省环境保护“一号工程”川南地区动员会，正式把川南地区
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与成都平原一并纳入全省环境保护“一号工程”，
吹响了打赢蓝天保卫战新的号角。
作为四川生态环境部门的“掌舵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于会文最关心哪类问题？
“当然还是生态环境领域的问
题！
”于会文笑言，今年还有不少“小目标”需要公众一起完成。而在他的行李中，装着厚厚的一摞文件，如何进一步
构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如何加强长江经济带危险化学品风险防控？如何加快自然保护区优化调整？……可以预
见，在全国两会期间，于会文会很忙。

【大气污染治理】

“一号工程”扩容
今年力争新增 4 个达标城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据调查，
2019 年全国两会最受关注的生态环
境热词是大气污染治理。去年，成都
平原大气污染治理被列为全省环境
保护的“一号工程”，收效颇佳，今年
“一号工程”还将继续吗？
于会文：今年，我们将把成都平
原、
川南地区大气质量改善一并作为
全省环保
“一号工程”
，
突出重点、
带动
全域，注重“四个聚焦”，一步一个脚
印，
稳扎稳打，
力争新增4个城市达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据统计，
去
年在成都共看见了56次雪山，
优美的
生态环境经常在朋友圈里刷屏，
作为
四川省的生态环境厅厅长，
您认为成
都平原的生态环境改善情况如何？
于会文：我是生态环境厅厅长，
但首先是成都市民，我一家老小也
生活在成都，和其他市民一样，都明
显感到成都的颜值越来越高。
成都的天更蓝了，去年成都市
优良天数达 251 天，全年优良天数增
幅位居全国重点城市第一，提前 24
天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目标，摘
得联合国 2018 年度全球绿色低碳领
域先锋城市蓝天奖。
成都的水更清了，国控锦江黄
龙溪出境断面水质从 V 类提升到 IV
类，去年有 5 个月还是Ⅲ类，县城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基本消除建成区黑臭水体。
成都的地更绿了，土壤环境质
量更加稳定，天府绿道体系已建成
2607 公里，实施全域增绿项目 1133
个，森林覆盖率达 39.5%，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 4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新增 4 个
城市达标，如何实现？今年大气污染
治理具体的作战图是否已经制定？
于会文：我们将从重点时段入
手，重点抓好冬季灰霾、夏季臭氧，
春秋两季秸秆露天焚烧、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燃放和建筑夜间施工的管
控。聚焦重点区域，将在省政府划定
的重点区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科技支
撑，强化执法监管，一边巩固已达标
城市成果，一边加快重污染城市改
善，通过抓住两头，带动中间。

【生态环境信息化】
四川今年新增
1000 个空气质量微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刚刚说
到了今年要加强科技支撑，有具体
的计划吗？
于会文：今年，我们将利用二污
普成果更新大气污染排放源清单，
同时新增空气质量网格化微站 1000
个，加密重污染天气会商研判，实施
精准管控，确保重污染天气“缩时降
峰”。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蛙鸣系
统，精准锁定违法企业和污染源，对

于会文
环境违法行为严惩重罚。我还希望
国家能够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统一规划。
希望国家层面制定生态环境信
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加快推进生
态环境信息数据共享整合力度，建
立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草原等
部门之间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共享
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一平
台管理、一张图服务、一本账查询。

【长江生态修复】
今年完成 7 个
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禁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作为长江

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在长江水污
染治理中，针对突出环境问题，四川
将如何治理？
于会文：我们将开展化工污染
整治专项行动，推动化工产业转型
升级、结构调整和优化布局，严控在
长江沿岸地区新建石油化工和煤化
工项目，对存在违法违规排污问题
的化工企业和废水超标排放的化工
园区限期整改。2019 年，迁建、拆除
或关闭其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的规模
以下入河排污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除了水污
染治理，长江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
护怎么干？
于会文：
我们将开展重点工程造
林、长江廊道造林、森林质量提升行
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
还林还草。
强力推进长江干流水域岸
线保护，并将利用滨江（河、湖）自然
人文景观资源，
打造基干防护林带和
林水相依风光带，
因地制宜建设生态
岸线。加强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推
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
改善和修
复水生生物生境，
深入推进大熊猫国
家公园试点，
计划 2019 年完成 7 个水
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禁捕。

环保助力“良币”驱逐“劣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环保影响
经济发展的言论一直都存在，请问
你怎么看？
于会文：从四川的实践来看，最
近两年四川持续保持环保高压态
势，先后接受了中央环保督察和“回
头看”，强力推进问题整改，环保用
力之大前所未有，生态环境各项指
标均达到了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
事实上，环境治理不仅没有影响发
展，反而助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助
力“良币”驱逐“劣币”，经济更好、发
展更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两会
报道组记者 李彦琴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

让校友企业家来当高校成果的
“搬运工”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校长
李言荣近日刚刚忙完了高校开学，
马上又开始为履职而忙碌。3 日晚，
在政协教育界别驻地，李言荣接受
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作
为大学校长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怎
样提高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是他一
直关心的话题，也是四川大学一直
在积极探索的方向。
他告诉记者，此次全国两会，自
己的提案，正是关于“通过校友企业
家组织来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的有关建议。打通转化的中间环节，
他认为可以借助校友的力量。李言
荣建议，国家和地方应建立相关配

套政策，鼓励建立校友企业家会，鼓
励己挖到第一桶金的校友企业家比
较赋闲时回到母校驻校发展，他们
既熟悉母校的老师和科研方向，又
在企业打磨多年，天然具有衔接高
校与市场的作用。
以成都为例 ，其智力优势和知
识产权，其实量非常大，面临的问题
就是怎样将其转化为生产力。企业
市场需要创新，高校成果需要转化，
两者中间，并不是 0 到 1 的距离，或
许是 1 到 100 的距离。
“高校能解决 0
到 1 的距离，但中间还有 100 公里的
距离”，李言荣说，高校科研人员对
市场并不了解，要完成转化，还需依

靠社会、企业。
“我有个建议”，李言荣提出的
这个好方案，正是建立校友企业家
联谊会。许多高校校友已经是企业
家，
“ 他们有时间精力和经验，来学
校推动成果转化”
。
“其实许多企业直接到高校希
望拿成果搞转化赚快钱，这不太现
实”。高校源头创新虽多，而许多企
业则希望马上转化。在李言荣看来，
校友企业家了解母校，了解市场，同
时被母校欢迎接受。建立校友企业
家驻校制，让校友担任驻会驻校代
表，每年抽出几个月时间驻校，对于
很多校友企业家而言，他们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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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同时足够了解高校。而他们也
可以在推动转化的过程中，收获更
大的成功。
“我想，让校友企业家来承担这
个任务，
对校友而言必然不是为了当
下从中获利”
，
他表示，
但还是需要建
立激励机制，
这样才是可持续的。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到现今阶段，更需要高校发挥作用。
因而校友企业家驻校制度的建立，
对高校而言非常重要，或者说对于
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
转型发展，
都能起到重要作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两会
报道组记者 王垚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益西达瓦：

建议全面加强
新时代老年大学建设

益西达瓦看来，包括养老、社区治理
等领域，都需要专业化，尤其专业化
的人才队伍。
以养老领域为例，去年四川省
制定并实施了“百千万养老人才骨
干队伍建设工程”，就是要“重点培
养 100 名以上养老师资、100 名以上
老龄事业管理人才、4000 名机构法
人、10000 名以上中青年养老护理人
才”。去年，首批 20 名养老机构医护
专业技术人员已前往日本培训，如
今已经在许多院校开展养老技能专
业化培训，
并开始发挥作用。
益西达瓦告诉记者，今年，四川
省民政厅还将联合有关部门开展
益西达瓦 《四川省养老护理员技能等级评定
标准》制定工作。这将有力推动养老
民政部门，就是要解决老百姓
护理人才更加专业化、规范化。
的“急难愁盼”。全国政协委员、四川
此外，在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
省民政厅厅长益西达瓦用三个“格
设方面，四川省民政厅今年还将推
外”来表达民政工作，
“对弱势群体， 进老旧小区和老年家庭适老化改
要格外关注，
格外关心，
格外关爱”。 造。在成都、攀枝花、遂宁、宜宾等国
昨日中午，益西达瓦在政协福
家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利保障界别驻地接受了记者采访， 城市，为 5000 名 80 周岁以上困难老
对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体
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以及为
系 建 设 、如 何 加 强 社 区 专 业 化 治
250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配备爬楼
理、如何打造“国际化社区”等问题
机、轮椅等助行设备。
进行了解答。

全面加强新时代
老年大学建设
当前，上老年大学已成为老年
群体养老最时髦的生活方式之一。
老年群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社会
服务，也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的重要力量。而在益西达瓦看来，
当前，伴随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以
老年大学为主的文化养老供给正在
面临一系列挑战。
益西达瓦认为，文化养老应成
为更加普适的养老方式，建议全面
加强新时代老年大学建设。他给出
了几条具体的建议，包括将老年教
育纳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推
进，
尽快建立全国统一、
上下对口、
职
权分明、名副其实的老年教育综合
管理机构；
尽快启动《老年教育法》的
立法程序，颁布《全国老年教育工作
条例》；
坚持政府引导，
完善政府购买
服务机制，
将社会组织、
企业资源、
慈
善基金灵活融入老年教育等。

加大养老服务人才
培养力度
事实上，今年，四川省就首次将
老年大学建设补助纳入了省级财政
定向财力予以支持，并将依托老年
大学培育发展老年志愿者队伍。在

建国际化社区，要让社会
组织、专业中介等都参与

在国际化社区的打造方面，益
西达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
看来，以成都打造国际化社区为例，
可从 3 个方面进行强化提升。
一是强化国际范生活场景的打
造，让本地居民在社区就能享受到
国际化教育、医疗、运动健身、酒吧、
餐吧等带来的生活便利，体验到具
备国际范的消费新场景。另一方面
要完善国际化社区公共配套。以科
学的规划、国际的标准来推动国际
化社区建设，优化完善社区公服设
施的选点布局、形态设计，强化项目
支撑，织密社区公共服务网络，逐步
解决社区公共资源配置不足、社区
服务水平不高的问题。此外，还要促
进国际化社区文化融合，不断促进
外籍人士和本地居民的交流融合。
而强化提升的过程中，要始终
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的核心，构建多方参与共建共
享共治的格局。建设国际化的社区，
不仅是部门、属地政府推动，社区工
作者、涉外企业、专业中介、社会组
织、志愿者服务机构等社会资源都
应积极参与，
凸显优势，
发挥作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两会
报道组记者 王垚 摄影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

成都诗性的生活
是
“诗歌之都”的底蕴

2017 年，吉狄马加曾在一次演
讲中提出，成都应该建设中国的“诗
歌之都”，在他眼里成都有着深厚的
诗歌传统和现实语境。
随着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
的脚步加快，成都的诗歌氛围是否
有新变化？离诗歌之都的目标是否
又近了一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
狄马加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采访，再谈他心中的诗歌之都和
天府文化。
“我提出来成都建设诗歌之都，
不是偶然，也不是随便说的，源于这
个地方数千年的诗歌传统。”吉狄马
加指出，成都历来都与诗歌有着特
别的缘分，有很多伟大的诗人在蜀
地写出伟大的诗篇，很多伟大的诗
人也诞生在蜀地。
吉狄马加表示，
近年来成都重视
文化建设，
尤其重视对诗歌文化的挖
掘和培养，
这几届的成都国际诗歌周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有如《星
星诗刊》
《草堂》杂志以及很多其他的
诗歌推广，
“这些都表现出诗歌的创
造力和城市的创造力。
”
吉狄马加说。
在谈到诗歌之都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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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吉狄马加指出，成都的城市气度
体现在文化的活力和自信的包容
度，成都人把生活过成了诗。
“ 在成
都，诗歌正在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
分，有的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实际上
这就是一种诗性的生活。”吉狄马加
表示，成都诗意的生活美学是其他
许多城市没有的，建设诗歌之都也
就有了社会基础。
在一年一度的“雷锋日”，吉狄
马加重申了友善公益对于城市文明
建设的意义。
“ 成都作为新一线城
市，它的发展也需要是全方位的，不
仅有物质基础，也要关注人的全面
发展。”吉狄马加指出，成都提出涵
养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而友善公
益是城市文明最直接的表现，强调
市民的全面发展，号召社会承担更
多社会责任，
能提升城市的质感。
对于成都以世界文化名城为目
标来标定自身的文化地位，吉狄马
加认为，今后，城市竞争不仅体现在
交通、信息和科技上，还体现在人文
建设和城市活力上，
“需要我们关注
和发展文化方面。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两会
报道组记者 钟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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