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最新的大气颗粒
物来源解析结果，扬尘是
成都市中心城区PM2.5
的首要来源、年均贡献率
达21.2%，也是PM10的
首要贡献源、年均贡献达
27.5%。目前，成都在建工
地超过3000余个，建设体
量位居全国前列，建设工
地扬尘管控尤为重要，怎
么管？

5月6日，据成都市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
大战役”办公室透露，目前
成都已开展为期半年的扬
尘治理专项行动，对施工
现场存在未打围施工、裸
土建渣未覆盖、未湿法作
业、车辆带泥出门等问题
督促项目立即整改，并纳
入信用管理。扬尘治理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成都市
住建局已对违规企业实施
信用扣分63.025分。

已经印发的《成都市
住建局2021年二季度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
案》还将强化工地VOCs
污染管控，引导全市涉及
VOC排放作业工序工地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对重
点区域和四环路内工地
VOCs管控、裸土覆盖每
日全覆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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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对违规企业
实施信用扣分63.025分

为实现“蓝天常见雪山常现”，
成都市正深入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噪声油烟污染、清洁能源替代、
工地现场管理、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脏乱差、移动污染源等突出环境问
题专项治理“六大行动”。

从数据看，全市工地扬尘污染
专项整治行动对空气质量的改善贡
献相当大，为加强工地现场管理，在
成都启动的为期半年的扬尘污染专
项整治行动中，将建设工地扬尘治
理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记者了
解到，成都市住建局先后制发了《成
都市建设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攻坚行
动方案》《成都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
（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技术标准》，对
扬尘治理提出了“十必须、十不准”
新要求，加强工地扬尘治理，对施工
现场存在未打围施工、裸土建渣未
覆盖、未湿法作业、车辆带泥出门等
问题督促项目立即整改，并纳入信
用管理。据介绍，4月以来，成都市住
建部门共巡查检查工地7637个次，
发现文明施工问题556个，均已督促
立即整改。自治理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成都市住建局已对违规企业实
施信用扣分63.025分。

与此同时，成都开展了扬尘在
线监测设备专项检查，发现21个项
目存在异常问题，均已督促其立即
整改。下发了《关于对建设工程扬尘
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情况专项检查的
通报》《关于对施工项目扬尘在线监
测设备存在问题的通报》，对传感器
进气口堵塞，干扰扬尘监测数据的
问题项目的施工、监理单位给予信
用扣分；对落实扬尘在线监测设备
运维不到位的项目责任单位进行通
报批评。

此外，成都还在全市范围推行
绿色标杆工地建设，特别是市本级
监管的、重点区域内的以及国有平
台公司的在建工地必须全部打造为
绿色标杆工地，并对绿色标杆工地
实行动态管理。目前全市共打造绿
色标杆工地829个，已分五批次取消
114个绿色标杆工地资格。

重点区域和四环路内工地
VOCs管控、裸土覆盖每日全
覆盖检查

立夏过后，臭氧污染风险上升，
根据最新预测情况，5月将有3~4次
污染过程，以臭氧轻度污染为主，有
中度污染风险，也有复合污染的可
能，因此，更需要以臭氧污染防控为

主要方向，进一步强化各类污染源
的监管，切实降低VOCs和NOx排
放强度，有效减轻臭氧污染对成都
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在4月16日印发的《成都市住
建局2021年二季度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方案》中明确，将强化工
地VOCs污染管控，引导全市涉及
VOC排放作业工序工地合理安排
施工时间，避免在时间时段开展
涉及VOCs排放工序作业，督促各
级监督机构加强巡查检查，对重
点区域和四环路内工地VOCs管
控、裸土覆盖每日全覆盖检查，对
监管工地每半月全覆盖检查。同
时，将压实属地责任，通过每月工
作考核，督促属地履行好扬尘监
管职责，将工地扬尘管理情况纳
入对工地管理的工作考核，每月
进行排名通报。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好扬
尘治理专项行动，强化智慧管理，线
上线下联动监管，逗硬信用管理。”
成都市住建局一级调研员张鸣昌透
露，持续开展好二季度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行动，成都市住建局将加强
工地VOCs污染管控，加大整治裸
土覆盖问题，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重
点时段应急预警管控措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4月27日，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开通报
四川省第二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保
督察进驻以来的首批典型案例，分
别是“自贡市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管理不规范，治污效果打折
扣”和“成都东部新区工地长期管理
失控，扬尘污染严重”。

4月14日以来，四川省高规格、快
速度开展第二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由5位省领导担任督察
组组长，先后进驻成都、自贡、阿坝、
甘孜、攀枝花5个市（州）。督察组进驻
以来，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
导向，以“严、细、慎、实”的态度直奔
基层、直插现场，认真对待、及时转办
督办群众投诉举报，查实一批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

督察组进驻后，省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自贡市督察组调查发现，自
贡市级相关部门和区（县）党委政府
思想认识不到位，乡镇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管理不规范，运行效果
不佳，治污效果打折扣，污水溢流现
象时有发生。督察期间，督察组现场
抽样监测了自贡市15座乡镇（街道）
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10座超标，
超标率67%。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成都市督
察组在前期暗访和进驻督察期间，抽
查了东部新区70余个建设工地，都未
严格落实“六必须、六不准”“六个百
分之百”要求，裸土不覆盖、建筑垃圾
随意堆放、湿法作业不落实、进出口
冲洗设施不建不用等问题普遍存在，
扬尘污染十分严重。督察组将进一步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
续督察工作。 （据四川日报）

成都天府新区紫光天府智慧之环，蓝天白云是最美的搭配

近日，有市民投诉，天府大道南
段一停工基坑内有积水，散发臭味、
滋生蚊虫。

5月1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该
投诉点位位于天府大道南段2618号，
为恒大天府半岛5期商业项目基坑。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该基坑内
并没有大量积水，基坑底部水泥部分
看起来也比较干净，部分裸土区域也
进行了覆盖。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办事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辖区网格
员会定期对辖区内建筑工地进行走
访，一旦发现问题，会及时督促整改。

5月1日下午，记者来到恒大天府
半岛5期建筑工地看到，项目现场已
经挖出一个深10多米的基坑，大小相
当于2-3个足球场。目前基坑底部部
分区域为混凝土浇筑，部分区域留有
浅坑，坑底积水不多，但可以看到两
根抽水管放在浅坑底部。目前整个项
目处于停工状态。

据工地食堂彭师傅介绍，整个工
地停工已有数年之久，由于长期未开
工，基坑底部积累了厚厚的泥土，同时
由于临近洗瓦堰，基坑本身就会渗水，
再加上降雨，如果不及时排水看起来
像长期未抽排的样子。“工地有两位老
人专门负责抽排水工作，现在工地虽
然停工了，但两位负责抽排水的老人
留了下来，仍然进行定期排水工作。”
彭师傅说。

记者了解到，日前，四川天府新区
华阳街道办会同相关部门对现场进行
调查处理。经排查，恒大天府半岛5期
商业基坑完成基础抗浮锚杆及底板施
工后，因规划调整问题，从2016年4月
停工至今。四川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局
前期已安排建设单位定期抽排积水、
做好基坑防汛和安全工作。

据华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钟进
介绍，目前华阳街道办辖区共有60余
个建筑工地，并无类似停工的工地。
但在接到这个投诉后，举一反三，已
与辖区内各社区进行沟通，要求各社
区网格员定期对辖区内建筑工地进
行检查，一旦发现有不合法合规情
况，将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同时将相
关情况进行上报处理。

钟进表示，针对恒大天府半岛5期
商业项目基坑的问题，下一步将督促
建设单位建立基坑排水、维护长效机
制，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其次，华
阳街道与建设单位开展联防联控，定
期和降雨后对基坑积水、卫生状况进
行检查，及时消除积水和卫生隐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摄影报道

成都持续开展扬尘治理专项行动

对工地VOCs管控、裸土覆盖
每日全覆盖检查

四川第二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保督察
曝光首批典型案例

钢管租赁公司侵占农田，产生
噪音和扬尘污染
镇政府：清场搬离，恢复原状

上午10点30分，督察组来到了
位于双流区彭镇柑梓社区的市民投
诉点位。根据市民反馈情况，该处有
多个钢管租赁站占用农田，并且全
天有噪音和扬尘污染。

彭镇社区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
戴勇告诉记者，这35家钢管租赁公
司所租土地用途原本均为农业种
植，但实际却用于露天堆放架管，属
于违规使用土地。车辆在装卸架管
和运输过程中，还存在噪音和扬尘
污染问题。

“双流区相关部门和彭镇政府
已组成工作专班进行调查处理。前
期，工作专班已责令所有压占土地

的钢管租赁公司立即停止经营活
动，并在2021年5月15日前自行清
场搬离。”戴勇说，在钢管租赁公司
清场搬离后，工作专班还责成租地
业主于2021年5月20日前将土地恢
复原状，并对场地内外洒水降尘，
工作专班还将在土地整改完成后
进行现场核实验收，确保整改符合
要求。

记者在现场发现，原本该处
空地上存放的钢管已基本搬离，
剩余钢管也已打包完毕，现场有
运输车辆正在准备搬离，该空地
周边也有洒水车降尘后的痕迹。
据前期在此经营的商家表示，在
接到相关通知后，便立即将钢管
进行搬离，目前基本处理完毕。同
时，原本在现场安装的设备，也将
进行回收处理。

几十万方固废垃圾倾倒社区
双流区：主要是素填土及粘土，
其余垃圾已筛选清运

督察组前往双流区黄水镇华云
社区9组檩木塘，针对市民投诉的此
处垃圾倾倒问题进行督察。根据市
民投诉，有社会人员将几十万方生
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废垃圾倾倒
至此，严重影响老百姓生活。

“市民反映的问题点位，实际位
于黄水镇华云社区9组与黄甲街道
檬子社区1组相接处，双流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执法协调与保障科科长卢
洪彬告诉记者，市民反映的生活垃
圾和建筑垃圾，实际是拆迁垃圾和
弃土，其中混杂有建筑垃圾、生活垃
圾。”目前，相关部门和单位已对混
杂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了筛

选清运，并同步进行了堆坡植绿、建
设人行步道等整改工作。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处农田内部
分土地有明显翻新痕迹，并且种植了
绿色植被。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3月，我们委托冶金工业部华东勘察
基础工程总公司对该点位土壤物质
组成进行了钻探检测，在4月12日出
具的检测报告中显示，该点位土壤组
成物质主要为素填土及粘土。在4月
30日的现场调查处置过程中，我们未
发现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现场绝
大部分为草地，剩余部分区域已播撒
草籽植绿。”下一步，双流区城市管理
局将加强该点位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日常巡查监管。同时，双流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也将持续加大该点位的执
法检查力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邓文博 摄影报道

噪音和扬尘污染、固废垃圾倾倒
这些环境污染问题已处理

停工基坑积水发臭滋生蚊虫？
进展：积水已抽排，建立排水、维护长效机制

汽修厂须降噪处理、喷漆后的尾
气要经过活性炭过滤后才能通过排
气筒排放、辖区内施工工地须落实扬
尘处理……记者从成都市双流区获
悉，双流区贯彻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成都市动员汇报会精神工作部
署会召开后，当地各镇（街）立即行
动，深入细致开展巡查整治，切实解
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保问题。

东升街道多方联动，持续开展生
态环境问题自查自改与城乡环境问
题治理常态化工作，近期指派力量深
入辖区汽修厂，对其环保设施设备运
行情况进行检查，要求汽修厂对产生
较大噪声的工段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并合理安排汽修作业时间，减轻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此外，对于喷漆后产
生的废气要经过活性炭过滤后才能

通过排气筒排放，对产生的废机油和
固体废物要规范收集、整齐堆放。与
此同时，街道方面还联合检查组对辖
区在建工地施工入口道路硬化冲洗、
扬尘治理、建筑材料堆放、裸露土地
覆盖、围墙围挡破损等情况开展集中
检查，要求各施工单位落实好扬尘治
理“十必须十不准”。

在怡心街道辖区范围，街道方面
进一步明确了此次环保督察期间日常
巡察、问题整改、资料收集、督办件回复
等工作的具体要求、责任分工和完成时
限，已经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要高度重
视，积极行动，全力做好环保督察相关
工作。同时，加强对江安河三江段排水
口水质情况的巡察，积极开展环境卫生
清理行动，保障沿河两岸环境整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汽修是否降噪、工地落实扬尘处理了吗
双流开展全面巡查整治

从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一
般性辩论发言，到12月12日纪念《巴
黎协定》签署五周年在气候雄心峰会
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在不足百
天之内两次宣布中国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的新目标，不仅坚定了中国走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描绘了中国
未来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蓝
图，也在国际社会展现了大国担当，
为落实《巴黎协定》、推进全球气候治
理进程和疫情后绿色复苏注入了强
大政治推动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我国“两
个百年”奋斗目标有什么联系？

2018 年 5 月 18 日-19 日，习近
平主席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强调，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
系，确保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
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
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
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实现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
成美丽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
间密切联系，是一个目标的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2030 年前碳排放达
峰，与 2035 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一
阶段目标和美丽中国建设第一阶段
目标相吻合，是中国 2035 年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阶
段，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与

《巴黎协定》提出的全球平均温升控
制在工业革命前的 2 摄氏度以内并
努力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
相一致，与中国在 21 世纪中叶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美丽中国
的目标相契合，实现碳中和是建成
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内容。

碳达峰是具体的近期目标，碳中
和是中长期的愿景目标，二者相辅相
成。尽早实现碳达峰，努力“削峰”，
可以为后续碳中和目标留下更大的
空间和灵活性。（据成都日报锦观）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的？

“钢管租赁站占用农田，
并且全天有噪音和扬尘污
染。”“几十万方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等倾倒社区周边，严
重影响居民生活。”5月6日，
针对市民关心的环境污染问
题，成都市迎接四川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前往双流区
两个点位开展现场督察。记
者跟随督察组，前往现场了
解具体情况。

双流区彭镇柑梓社区的钢管租赁公司已将钢管基本搬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