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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
北路与中环路交叉口的围挡之内，施
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那是成都
轨道交通17号线二期工程二仙桥站的
施工现场。一进入施工现场的大门，地
铁基坑上方所覆盖的巨幅绿幕立即映
入眼帘。

通常，轨道交通站点施工现场，基
坑上方是无遮挡的。成都市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覆盖在基坑
上方的巨幅绿幕，是成都市住建局率
先在轨道交通站点进行试点以安全、
经济、耐久、整洁、环保为建设目标打
造的“深基坑防尘幕系统”，也称“天幕
系统”。该系统能够有效控尘，同时具
有一定的降噪作用。

能伸能缩 远看似海浪

记者在现场看到，基坑的上方，共
有9幅绿色的防尘网幕依次遮盖，形成
一个巨大的顶棚。细看，这些防尘网幕
中间均有数根牵引杆，让巨幕可伸可
缩。展开时，防尘幕能够将基坑上方严
实遮挡，回缩后，又能完全无碍。当绿
色的防尘网幕缓缓展开时，远看，犹如
碧波海浪。

“在以往，地铁施工降低扬尘的主
要措施是使用雾炮”，项目施工方安全
总监梁飞飞告诉记者，防尘网幕的设
计，是希望更有效地抑制扬尘。尤其在
土方作业阶段，防尘幕能够将明挖车
站的传统露天施工改为“室内作业”，
让扬尘与外部隔绝。

据他介绍，这些防尘网幕每个单
元宽12米，跨度约26米，防尘网幕单个

结构单元由钢丝绳斜拉固定在基坑挡
墙之上，以钢丝绳为滑道，两端的钢丝
绳为固定钢丝绳，利用电机提供牵引
力控制牵引钢丝绳实现开合。这就是防
尘网幕能伸能缩的原理。当基坑内进行
土方或喷锚等易引起扬尘作业时，及时
打开整个防尘网幕，作业现场达到整体
封闭，就能有效降低扬尘污染。

“目前还在进一步完善”，梁飞飞
表示，现场的9幅防尘网幕都是在逐一
优化改良中完成的，接下来还要进行
系统控制的自动化、外观等方面的进
一步研发完善。

效果良好 将进一步推广

记者了解到，轨道交通17号线二期
二仙桥站位于二仙桥北路，车站主体沿
二仙桥北路呈东西向设置，为地下三层

14m岛式站台车站，车站总长220.1m，
标准段宽23.9m，基坑深30.18m。

据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深基坑防尘系统在17号线二期二仙桥
站进行试点，效果非常明显，轨道交通
施工现场扬尘管控更为主动有效。

“目前二仙桥站试点已经完成，效
果良好，下阶段将在该试点优化基础
上，在成都市具备条件的站点进一步
推广‘防尘幕网’防尘措施”，该负责人
表示，这将进一步提高成都市轨道交
通施工的水平。记者了解到，17号线二
期工程起于机投桥站止于高洪站，线
路全长约24.8公里，共设车站18座。其
中二仙桥站为17号线二期与7号线换
乘站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吕国应

今年3月，三星堆遗址重要
考古新发现引起轰动，三星堆
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和热门文
化旅游目的地，其文化影响力、
传播力显著提升。为三星堆遗
址保护管理提供法治保障，由
省级层面制定法规，正当其时。
在26日上午举行的四川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备受各方
关注的《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
护条例（草案）》提请人大常委
会审议。

记者注意到，草案拟采取
严格的保护措施。严格实行规
划保护制度，草案第九条规定

“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和管理，
实行规划保护制度”。实行分
类分层保护制度，第十条规定

“遗址保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第十一至
十五条分别对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作出明确的保护
规定，对可能危及遗址及文物
安全的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
为确保遗址保护区域及周边
环境的安全可控，第十八条对
有关生态环境保护、防震减
灾、防洪排涝等进行了明确。
同时，第十九条对应急管理进
行了明确。

“三星堆遗址已入选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加

快推动申遗势在必行。制定遗
址保护法规，既是遗址保护管
理法治化的需要，又是遗址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必要条件。
因此，对标遗址申遗是一大亮
点。”四川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勇在
对条例草案作说明时表示。

会上，《四川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赤水河
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草案）》
也提请审议。据悉，这是云贵川
三省首次共同立法。

四川省人大城乡建设环
境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梁伟华在对决定草案作说明
时表示，决定草案通过三省共
同决定的方式，就赤水河流域
保护遵循的共同原则、形成的
协作机制、采取的共同措施等
重大问题作出共同承诺并切
实加以履行实施，同时通过条
例的方式细化三省保护赤水
河流域的防治措施、法律责任
等内容，以“决定”+“条例”的
方式，强化流域共治，体现各
自特色，增强立法的整体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作出决定，
是实施赤水河流域协同共治
的共同需求，也是创新流域保
护类地方立法的积极探索。”
梁伟华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提请审议了！
四川拟立法保护三星堆

覆盖地铁基坑的巨幅绿幕
是什么黑科技？

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解读
26日上午，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

闻发布会，公布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情况。数据显示，四川全省常住人口共8367.5万
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8041.8万人
相比，常住人口增加325.7万人，增长4.05％。

事实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四川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
口数量迅速提升，同时文盲率下降幅
度高于全国水平。四川具有大学文化
程度的人口为1110.1万人。与2010年
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的由6675人上升为13267人。15岁及
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8.35年
提高至9.24年，文盲率由5.44％下降
为3.98％。数据表明，十年来全省普及
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
显著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但范毅表示，四川人口受教育程

度总体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
提升人才红利还有增长空间。“从每
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
人数来看，2020年，具有初中、高中、
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分别为3.14万
人、1.33万人、1.33万人，分别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0.3万人、0.18万人、0.22万
人。且地区间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
15岁以上人口中，成都市人口平均受
教育为10.85年，但‘三州’地区均不足
8年，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差距，
还需持续关注、补齐短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王培哲

四川年龄结构呈现“两降一升”，即少儿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是否还存在“人口红利”呢？四川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
智在解读四川分年龄人口构成情况时表示，四川数量型人口红利即将达到临界
点，但结构性人口红利仍将存在，老龄化进程为四川经济建设带来机遇和挑战。

四川人口结构“两降一升”
人口红利是否还在？
省统计局：结构性人口红利仍将存在

四川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0.87
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4.54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
重上升5.4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重上升5.98个百分点。

“人口红利”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
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
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
件。“人口总抚养比”是人口总体中非劳
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表示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
非劳动年龄人口。当总抚养比小于或等
于50%，就称为“人口红利期”。

陈智介绍，2020年，四川总抚养比
已达49.32%，接近50%的数量型人口
红利临界点，表明四川劳动年龄人口
占比减少，传统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即
将消减，但陈智也表示，数量型人口红
利的消减并不代表劳动力资源的枯
竭。四川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达5204

万，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同时，随着
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就业环
境的持续改善、职工退休年龄即将延
迟、大批农民工和企业家返乡创业就
业以及教育的极大发展，使人口素质
改善，人力资本提升。这些因素，使四
川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的新的结构性
人口红利在较长时间内依然存在。

“2016年初四川‘全面两孩’政策
落地，从人口统计监测和人口调查看，四
川出生人口在2016年、2017年、2018年都
呈上升趋势，二孩出生数量在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
利于增加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年龄结构、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陈智表示。

2020年，四川65岁及以上人口占
常住人口的比重为16.93%，已进入深
度老龄化阶段。陈智介绍，目前四川
的老龄化进程呈现出程度高、进程
快、性别不均衡以及老龄化程度不均
衡等方面的特点。

“2020年四川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416.8万人，仅次于山东，位列全国第
二。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
比重为16.93%，比全国高3.43个百分
点，居全国第三位，”陈智介绍，这种进
程正在加速，2010年-2020年，四川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98个百分
点，比全国快1.35个百分点。与上个10年
相比，上升幅度提高了2.48个百分点。

分析四川老龄化成因，陈智认
为，包含内外两部分因素。内部因素
方面，四川人口增长呈现出“低出生、
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客观上推动
了老龄化进程。

外部因素中，人口输出和养老目
的地的吸引作用加剧了四川劳动力
人口的减少和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加。

“四川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大量青
壮年出省务工是四川人口老龄化程
度加剧的主要原因。而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丰厚的饮食文化和开放共享
的包容性，吸引了很多省外老年人口
入川定居养老。”

在大气污染异常严峻的形势下，
作为移动源污染排放重要来源的挖掘
机、推土机、叉车、打桩机、铲车等高排
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如何加强管控？5
月26日，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召
开的2021年5月例行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禁止使用区的通告》已经正式印发，将
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从《通告》内容看，对2018年划定的
高排放禁止区机械使用标准的调整，原
市级划定的高排放禁止区范围不变，禁
止使用机械标准由“国一及以下”提高至

“国二及以下”，不涉及各区（市）县自行
划定的高排放禁止区（重合区域除外）。
据悉，本次市级调整后，各区（市）县2021
年底前要同步完成调整。

成都为何要对高排放非道路移动
机械划定“禁区”？记者了解到，大多数
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柴油作为燃料，
排放以氮氧化物和颗粒物为主，是造
成灰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污染的元
凶。据专家测算，一台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排污量相当于50-80辆一般机动车
的排污量总和。高污染非道路移动机
械尾气排放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因
素之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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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二及以下禁用
成都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禁止使用区“提标”

数据显示，2020年四川常住人口
8367.5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相比，增加325.7万人。但与此
同时，四川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却略有
下降，这是为何？

针对这一问题，四川省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范毅回应说，四川常
住人口占全国的比重略微下降以及
在全国的位次下降一位，与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人口流向密切相
关。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也是一个
人口流动大省，每年有超过2000万

的省内流动人口，同时还有1000万
左右的流出省外人口。10年来流动
人口大幅增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进程深入推进，这让更多乡村人
口有动力、有能力加入到流动人口
大军中来。另一方面，一批区域中心
城市崛起，使得人口的虹吸效应更
加突出，加之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
网络快速发展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
捷，带动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愈发
频繁。

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为何略有下降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为何略有下降？？

进一步提升人才红利是否还有空间进一步提升人才红利是否还有空间？？
万人

万人

大学文化

深基坑防尘幕系统，也称“天幕系统”

专家预测，从近年来我国
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
的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同
时，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
市群进一步集聚。这一趋势将
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策略，乃至
城市格局？

“户籍制度的松动表明，
各地正在调整政策以便吸引
人口流入，对人的竞争将进一
步加剧，城市间的发展竞争转
变为更显性、直接的人才争夺
战，”邓智团表示。

城市即人，中国高等教
育 20 年 多 来 培 育 出 的 人 才
红利已经涌现。七普数据显
示，全国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
学文化程度的为 15467 人。谁
能吸引大量涌现的高素质人
口，谁才能在城市竞争中抢
得先机。

邓智团指出，未来的城市
竞争，至少有两个层面可以着
力。第一个层面是城市品质或
城市精神，包括当地城市的
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等，这
将决定高端人才选择到哪座
城市落脚。第二个层面是街
区小环境，这将决定人才进
入城市后，选择在什么地方
工作和生活。

“成都的宜居生活品质不
能丢，这是成都吸引高端人才
落脚最大的一张底牌，”邓智
团长期关注成都公园城市的
探索，也参与了相关项目的研
究。他认为，成都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实施“幸福美好生活
十大工程”，是筑牢城市竞争
优势的措施。

有意思的是，人口规模推
动城市形态的转化，而城市的
形态也在影响着人口结构的
优化。

纾解产业和人口之后的
老城区，吸引了年轻的创意人

才聚集。这样的案例不在少
数：譬如伦敦硅环、剑桥肯德
尔广场、波士顿的城市创新
区或创新街区，已成为当地
政府最重要政策和规划的承
接地，纽约硅巷已成为超过
500 家新公司的所在地。老城
区残存的一些制造业时代留
下的空间，被重新规划建设
为面貌一新的“创新街区”，
对知识型员工、知识经济创业
者极具吸引力。

这样的“新生”也发生在
成都：锦江两岸的滨水空间，
沿线打造的新消费场景、新公
园景观和新经济业态，吸引着
产业集聚、人气集聚。老成都
人珍视的烟火气息又回来了，
年轻人因为欣赏这种生活方
式和生活品质而选择成为新
成都人。

邓智团注意到，在“幸福
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成都
提出抓好城市更新和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这既顺应了新
的城市发展逻辑，有助于增
强城市发展的战略优势，同
时也让城市建设回归满足人
生活需要的城市发展本质，
将成为成都创造就业、刺激
增长和振兴中心城区的经济
发展机会。

邓智团表示，七普表明，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
人口和经济要素的关键，未
来 不 是 控 制 中 心 城 市 的 人
口，而是控制中心城区的密
度、控制空间结构的合理化。
城市要发展，不能单纯只依
靠人口、土地和资本，而是要
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
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
实现要素的新组合，吸引和
留住人才至关重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钟茜妮

上接01版 在长三角区域城
市网络、产业网络、交通网络和
公共服务网络中承担节点枢纽
功能。

邓智团认为，上海的空间
结构给出我国城市发展实际的
一个探索案例，不能用针对“城
市”单一战略空间的政策来管
理两大战略空间，而应针对两
大战略空间制定差异化的城市
人口规模调控政策，即：限制第
一大战略空间（大城市中心城
区） 的人口规模，克服大城市
病问题，同时发挥第二大战略
空间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外
围包含大大小小城镇的区域）
的区位优势，在分流特大城市
中心城区人口的同时，也可吸
引外部流入特大城市的人口向
这些区域集聚，最大可能地释
放特大城市的发展优势，推动
有潜力的大城市向最优城市规
模水平发展，进而推动城市规
模结构的合理优化。

回到成都这座两千年“城
名未改、城址未变”的城市，
2017 年，成都提出“东进、南

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十字
方针”，推动空间结构调整和经
济地理重塑，相应的，也直接引
导了人口流动。

成都哪些区域将形成新的
中心？在邓智团看来，天府新
区、成都东部新区作为成都产
业基础最好、创新功能最强、承
载空间最大的区域，是接续承
担城市转型、实现梯度发展的
关键力量，但新城发展得如何、
究竟能承载多少人口，不仅在
于新城自身的功能完善，还要
看新城是否能真正在全市乃至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承担起
节点枢纽功能，在全局中找到

“一域”的定位。
以成都东部新区为例，它

诞生在成渝发展主轴和成德眉
资连接地带的核心区域，6 月
即将迎来天府国际机场的正式
投运。未来的东部新区，是否能
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产业腹地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流量链接，
决定了它是否会形成一个“新
的城市”，也决定了这里未来是
否将成为成都的中心之一。

宜居生活
成都吸引高端人才最大的底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