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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户外电子显示屏22：30前要关闭

2019年6月20日
星期四

一店一招
LED灯珠不得裸露

根据方案，在源头方面，成都市
会核实户外电子显示屏的审批手
续，对未取得设置审批手续违规设
置的应先行关闭并依法进行查处；
对取得设置审批手续的将严格控制
开关时间，确保22：30前必须关闭。

同时，新申请设置的户外电
子显示屏必须符合《成都市中心
城 区 户 外 广 告 设 置 规 划
（2013-2020）》和相关技术规范要
求；对违规设置LED显示装置且
不自行拆除的，相关部门应依法
查处并责令立即拆除。

另外成都市还会加强夜间巡
查，对辖区内过亮发光字招牌进
行摸底排查，并建立台账，严格核
实其审批手续，要求商家严格遵
循一店一招，同时LED灯珠不得

裸露在外，从严控制招牌设置数
量；同时对符合设置要求的依法
进行审批；对违规设置LED发光
字招牌的行为，相关部门依法进
行查处并责令拆除。

控制光源
禁用强力探照灯

除了控制数量，给大家带来
不少困扰的强力探照灯、大功率
泛光灯、大面积霓虹灯等方案也
有涉及。据悉，成都市会严格限制
大耗能、禁止自身有污染并可能
会产生有害物质的产品在景观照
明设施中的使用；严禁使用强力
探照灯、大功率泛光灯、大面积霓
虹灯等高亮度、高能耗灯具；运用
照明智能监控系统，确保自主控
制的景观灯开关灯时间与集中控
制的同步，做到按时启闭。

而对未取得设置审批手续（且
不具备审批条件）的广告招牌设
施、存在一店多招的设施相关部门
要及时介入调查取证，责令即刻关
停光源使用，并限期自行拆除。

同时对取得设置审批手续，
但户外广告招牌存在光源设置超
亮的，相关部门应责令即刻关停
光源使用，并采用亚克力面板覆
盖、有效降低亮度等技术手段，从
源头解决此类问题；对擅自使用
强力探照灯、大功率泛光灯的应
责令即刻关停光源使用，并限期
自行拆除；对拒不服从管理、整改
不到位的，相关部门应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并组织集中拆除。

随机抽查
处置不力依法追责

据悉，本次治理工作分为三

个阶段，其中1月至6月底前为集
中清理排查阶段，各区（市）县重
点对市民举报投诉的问题区域，
超亮招牌问题突出区域、违规
LED广告重点点位进行全面排
查，建立工作台账，提出整治工作
方案。

7月至11月底前为集中整治
阶段，各区（市）县城管部门将对
列入台账的问题进行全面治理，
同时加强户外广告招牌和城市景
观照明光源污染问题的巡查，控
制新增问题，整治工作任务于10
月底前全部完成。

11月至12月底前为检查总结
阶段，成都市城管委将随机进行
抽查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将
纳入月度和年度考核，对处置不
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通报批评
并依法进行追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成都最新“气质”
132个优良天
但臭氧污染严峻

2019年时间即将过半，成都的“气质”如
何？昨日下午，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19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情况新闻通气会”
通报显示，截至6月18日，优良天数132天，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3天，PM10、PM2.5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13.6%、12.7%。这一数据已
经与2013年全年的优良天数据持平。

据成都市气象局预测，7月至8月，降水
量偏少、气温偏高，扩散条件较去年同期偏
差，臭氧污染形势较去年严峻。守护“蓝天幸
福感”，成都将在严格落实夏季臭氧防控措
施，强化重点时段臭氧生成前体物VOCs、
NOx污染管控的同时，提前谋划秋冬季蓝天
保卫战攻坚行动，将修订《成都市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建立成都
平原经济区八城市联合会商机制。

PM10、PM2.5双下降

“2019年1-5月我市优良天数121天，优
良天数率80.1%；其中优15天，良106天，超额
完成省上下达我市1-5月常态化管控目标。”
成都市大气办副主任、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旷良义在发布会现场通报，与去年同期相比，
优良天数增加27天，主要污染物PM10、
PM2.5平均浓度下降幅度分别为14.0%、
13.8%。还有更新的一组数据，截至6月18日，
优良天数132天，优良率78.1%，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23天，PM10、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
76、4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3.6%、12.7%，

“这已经与2013年全年的优良天数据持平。”
这与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650”工程的

持续推进息息相关。

臭氧污染较去年严峻

然而，另一种威胁也在悄悄逼近：受阶
段性高温、强辐射气象条件影响，成都已经
出现16天的臭氧污染，与去年同期持平，其
中6月臭氧污染7天，同比增加4天。据成都市
生态环境局和气象部门的联合会商结果显
示，6月底到7月上旬有一次较长的臭氧污染
过程，形成区域污染的可能性极大。同时，7
月至8月，降水量偏少、气温偏高是总体趋势
大背景，扩散条件较去年同期偏差，臭氧污
染形势较去年严峻。“综合判断，7月-8月有
3-4次臭氧污染过程，7月上旬、7月下旬至8
月上旬，可能出现极端高温，臭氧极值出现
的可能性大，有重度污染风险。”成都市气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夏季臭氧分析研判情
况来看，今年夏季臭氧污染防控形势严峻。

启动夏季臭氧防控措施

如何守护“蓝天幸福感”？记者了解到，
目前成都已经启动了多项夏季臭氧防控措
施，对重点时段臭氧生成前体物VOCs、NOx
污染管控，合理制定和实施分类管控策略。
同时，严格落实涉气企业夏季错峰生产，实
施绿色调度，拉法基、亚东、兰丰3家水泥企
业错峰生产，计划6月至8月平均每条生产线
停产不得少于30天，南玻、台玻、明达3家平
板玻璃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实现氮氧化
物超低排放，明达、南玻全线在日产量基础
上每日减产不低于10%。

同时，“大春”秸秆禁烧将推进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并持续开展秸秆禁烧无人机巡
查工作，人工巡查和无人机巡查有机结合，
完善“空中+地面”、“人防+技防”的立体巡
查体系。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两大环保产业顶尖盛事
6月27日落户成都

6月27-29日，全球知名环保展—慕尼黑
IFAT中国西部子展-成都国际生态环境保
护博览会及“2019中国环境产业高峰论坛”
将落户成都，在中国西部博览城举办。昨日，
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首届中国
环博会成都展将设水污染治理、固废处理处
置、大气治理、土壤修复四大主题，吸引了来
自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芬
兰、丹麦、瑞典、韩国等11个国家300多家国
内外知名企业参展。

随着西部地区污染治理需求的不断释
放，西部环保市场体量吸引了大批上市企业
和海外品牌的关注。此次参展单位中，威立
雅、格兰富、成都环境、Turbowin、AVK、艺利
磁铁、英格索兰等国内外上市公司及行业领
导品牌占八成。诸多运营企业、工程公司、环
保装备企业等环保产业链上、中、下游高品质
企业，争相借助“中国环博会成都展”平台，在
西部市场展示企业创新力量和产品实力。

据悉，本届展会的300多家参展企业中，水
环境治理企业占55%，工业烟尘、大气治理企业
占26%。其中，诸如富朗世、碧流天能、环能、金
水源等知名品牌针对村镇污水集中处理以
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将给出符合西部环
境特点的解决方案。据主办方预测，未来西
部地区村镇环境治理市场将成为环保行业
新方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成都商家注意

成都出台方案治理“户外广告
招牌及城市景观照明设施超亮”

你是否也曾经历开车开着
开着，视线突然被街边广告牌
“闪”得睁不开；晚上睡觉拉上窗
帘，还是挡不住各种探照灯、霓
虹灯的“窥视”……

成都市对这些“灯具”出手
了。19日，记者从成都市人民政
府网站获悉，成都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印发了《全市2019年户外
广告招牌及城市景观照明设施
超亮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根据方案，成都市将加大调
查力度，核实户外电子显示屏的
审批手续，对未取得设置审批手
续违规设置的应先行关闭并依
法进行查处；同时取得设置审批
手续的也将严格控制开关时间，
确保22：30前关闭。

今明两年成都有望
新开通7条地铁线路

1919日上午日上午99点左右点左右，，成都地铁成都地铁66号线三期号线三期
昌公堰站－杭州路站区间右线盾构机在完成昌公堰站－杭州路站区间右线盾构机在完成
地下旅程后缓缓破土而出地下旅程后缓缓破土而出，，至此成都轨道交至此成都轨道交
通通66号线三期工程已号线三期工程已实现全线洞通实现全线洞通。。

同时同时，，记记者昨日还从成都轨道建设者昨日还从成都轨道建设20192019
上半年上半年““开门评风开门评风··百姓听音百姓听音””活动现场获悉活动现场获悉，，
今年成都市有望开通今年成都市有望开通55号线和号线和1010号线二期两号线二期两
条地铁线路条地铁线路，，而明年有望开通而明年有望开通66、、88、、99、、1717、、1818号号
线五条地铁线路线五条地铁线路。。 全线

洞通

6号线三期

成都轨道交通6号线三期由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中建三局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该工程
起于观东站（不含），途经高新区、

天府新区、至双流区，整体呈“L”型
走向，止于兰家沟站（含），全长约
22.08公里，全线设站18座（含已在
建西博城站），均为地下敷设。

三期工程作为6号线一二期工
程的延伸线，串联了天府新区核心
地块并与1、5、18号线以及后期规
划线换乘。该线路不仅是天府新区

“骨干线”，同时还与1、5号线一同
加密中心城区与天府新区的纵向
联系，是实现“双核联动，多中心支
撑”网络化功能体系的重要线路。

据悉，6号线三期工程区间线
路贯穿苏码头构造及其油气田主
要发育区，并受到盐井沟构造和
龙泉山构造三大湾气田的影响，
全线隧道施工普遍受瓦斯影响，
安全风险高，实施难度大。

根据专项勘察报告，蒲草塘
站～昌公堰站范围内为高瓦斯区
段，长度约4.7km，采用明挖+暗
挖的工法施工；新通大道站～蒲

草塘站、昌公堰站～松林站范围
内为低瓦斯区段，长度约6.6km，
采用盾构法施工。瓦斯区段基本
位于天府新区核心区，对施工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同时6号线三期工程盾构区
间主要穿越地层为中等风化泥
岩、砂岩，岩体单轴抗压强度较
高，大部分盾构区间处于低瓦斯
区段。针对硬岩、瓦斯这些“痛

点”，成都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量体裁衣”，对盾构机进
行了特制，在常规要求外特
别加强了瓦斯条件下的设
备设计，采用了瓦斯检测、

后配套通风设备、防爆改装等针
对性设计制造，确保设备满足施
工安全需求。

另外在长距离下穿府河过程
中，隧道顶部与河底竖向间距最
浅处仅7.6米，下穿长度达221米；
而在下穿5号线回龙站过程中，掘
进参数不当可能影响既有线车站
结构安全。目前，6号线三期工程
也进入了站后施工阶段，轨道工
程也在稳步推进。

据悉，今年成都市轨道交通
共有8条线10个项目在同时推进，
在建里程308公里，车站176座，57
台盾构正在施工，超过4.5万名建
设者奋战一线。

其中5号线一二期工程全线
共41个车站，目前车站主体结构
已全部封顶，正线轨道铺设已全
部完成，全线机电安装和装修已
全面展开。10号线二期全线共10
个车站主体结构均已完成，全线
已实现洞通、桥通；正线和场段铺
轨工作已基本完成，机电安装和
装修正全面推进。

而在明年有望开通的五条地
铁线路中，6号线一二期全线共38
个车站，其中33个车站已实现主
体结构封顶，全线共46台盾构机
正在施工，已有14个车站进行机
电安装及装修工作。6号线三期共
18个车站已全部封顶，昨天全线
洞通，铺轨工作已全面展开。

8号线一期共25个车站，其中
20个车站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26台盾构机全部下井始发，铺轨
工作已全面展开，7个车站和1个
车辆段机电已进场施工。

9号线一期全线共13个车站，
其中11个车站完成主体结构封
顶，25台盾构机全部下井始发，机
电安装和装修已有4个车站和1个
停车场、1个车辆段进场。

17号线一期共9座车站，7座
车站已主体结构封顶，全线高架
区间已桥通，20台盾构机全部下
井始发，正在进行铺轨工作，机电
安装及装修已有4个车站和2个场
段进场。

18号线一二期工程全线共12
个车站（不含与1号线三期共建的
福州路站），11个车站主体结构封
顶；全线已实现洞通、桥通，铺轨
工作正在推进，机电安装和装修
已全面展开。

另外，有轨电车蓉2号线已
于去年底投入运行，非首开段力
争今年年底前开通。非首开段共
设站35座，其中地面站33座，高
架站2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供图

6号线三期设站18座
可与1、5、18号线换乘新区干线

隧道穿越区域：
硬岩、瓦斯区、府河施工不易

轨道交通
6号线三期工程

5号线、10号线二期

今年有望开通

最新进展

成都轨道交通6号线三期洞通现场

全线设站18座，均为地下敷设

紧接01版 习近平表示，我看过你们不
少比赛，每当看到我国体育健儿在重大国际
赛事上顽强拼搏、勇创佳绩、为国争光时，我
从心里面为大家喝彩。新时代的中国，更需
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
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作贡
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2003年，北京体育大学创办研究生冠军
班，专门招收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赛中获
得单项冠军和集体项目冠军的运动员及其教
练员。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现有学生24人，
其中奥运会冠军8名，世界冠军14名，冠军教
练2名。近日，该班全体学生给习近平总书记
写信，汇报学习、训练和工作情况，表达了为
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的热情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