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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成都蓝”，少不了科技手段。为进一
步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都强化科技支
撑，实施大气污染源精准治气，助力打赢蓝天
保卫战。依托科技手段，应用数智环境系统，加
强环境数据整合，进一步服务于大气调度、科
研、应急。加大VOCs电子围栏、走航观测、雷
达扫描、电力监控等成熟科技手段推广运用，
强化污染远程监管。

“经分析，NO2已成为当前影响成都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的首要污染因子，体现出全市在

移动源污染管控方面尚有差距。”成都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将着重抓好“油”

“路”“车”三个方面工作。
在“油”方面，强化油气回收监管，打造绿

色标杆加油站，并提前2年实施《车用汽油》标
准；围绕“路”，将推进货物运输“公转铁”，构
筑城市绿色出行体系，2021 年中心城区公共
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率达45%，绿色交通分担率
达到 65%；在“车”方面，大力推广新能源汽
车，淘汰老旧车辆，到2021年底，全市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达到23万辆，占汽车保有量比例
达到4%，全面完成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运钞
车和营运车辆淘汰，淘汰老旧汽油车6万辆，
柴油货车2万辆。

未来，以“幸福”为题，成都还将持续提升
大气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的“一
号工程”，围绕群众最关心的空气质量聚力攻
坚，为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创造蓝天白云的靓丽
底色，让生态环境成为普惠的民生福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6月22
日晚，电影《山歌》首映式在成都峨
影1958电影城举行。该电影已列入
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暨“电影中的
党史”电影党课活动重点推荐影片，
将于6月25日公映。

电影《山歌》以凉山脱贫攻坚为
题材，讲述了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干部群众的鲜活故事。四川曾是全
国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之一，11501
个驻村工作队、10.7万名第一书记
和驻村干部，同数百万基层干部一
起奋战在脱贫第一线。

真正的扶贫在于精神上的扶
贫。电影《山歌》中，村民们统一搬到
了整洁的新居，村里发展起了羊肚
菌种植产业，桀骜不驯的“天蓬”主
动坐上了外出务工的汽车……这些
无一不代表着三河村、火普村乃至
更多贫困村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
而以阿英和拉强为代表的新一代青
少年又拥有无限希望，他们将在书
写个体人生的同时，书写村庄的未
来，也势必将家乡的山歌传唱到更
远的地方。

饰演拉强的小演员克惹鲁嘎获
得导演吴俊贤的盛赞，说他是意外
之喜，捡到一个“小宝”。这名来自西
昌的二年级小学生一天表演也没有
学过，却以精彩完整的表演表现出
专业水准。小鲁嘎也以流利的普通
话、沉着的表现在首映式现场收获
了不少人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6月23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旅居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大熊
猫“仙女”诞下一对双胞胎，这是今
年诞下的全球首对双胞胎大熊猫。

大熊猫“仙女”，雌性，2005年出
生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2011
年2月20日与雄性大熊猫“比力”一同
前往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开展科研
合作交流。“比力”“仙女”赴日以来，

“仙女”产下熊猫宝宝一直是中日大
熊猫爱好者的共同期望。从2012年两
只大熊猫开始出现发情行为以来，中
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多次派专家
赴日提供技术指导。2017年，大熊猫

“仙女”诞下“香香”。
根据东京上野动物园介绍，在

“仙女”出现来回走动、烦躁不安等明
显的产前行为后，东京上野动物园专
家开始对“仙女”进行24小时密切监
控。日本当地时间6月23日01点03分
和02点32分，大熊猫“仙女”分别诞下
两只大熊猫幼仔。目前，一只幼仔已
被工作人员取出，经初步测量，体重
约124g，另一只幼仔仍在母亲身边，
两只熊猫性别暂时未知。据观察，两
只幼仔叫声洪亮，身体健康。

再次当妈妈的“仙女”明显比上
一次更有经验，她娴熟地将宝宝抱在
怀中并舔舐。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专家张贵权说，大多数情况下，大
熊猫诞下双胞胎，只选择其中一只进
行哺育，另一只就只能进行人工育
幼，但为了两只大熊猫幼仔都能吃上
母乳，中心也和对方动物园进行了沟
通，通过人工取仔的方式让两只大熊
猫幼仔轮流回到妈妈身边。熊猫中心
将与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一起，密切
关注熊猫宝宝的情况，为熊猫宝宝的
成长和安全提供保障。

今年3月以来，大熊猫“仙女”出
现发情征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中方专家无法赴东京上野动物园进
行现场指导，中日双方搭建起了线
上交流平台，由熊猫中心专家进行
远程视频指导，成功完成自然交配。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
魏荣平介绍，6月初，大熊猫“仙女”开
始出现妊娠反应，为保障大熊猫的顺
利生产，熊猫中心特指派具有丰富经
验的人工育幼专家进行线上实时指
导，专家们通过对大熊猫“仙女”粪
便、采食、尿液PdG等数据及行为的
监测和分析，及时做出判断和指导，
给日方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积极
开展大熊猫科研保护国际合作，搭
建了一流的大熊猫科研保护合作平
台，建立了一流的大熊猫科研保护
国际合作基地。目前，熊猫中心已经
与14个国家15个动物园建立了科研
合作关系，在海外繁殖成活大熊猫
幼仔27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图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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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水资源保护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淡水资源的主要来源，是自然界生
物多样性重要的生态系统和人类最重要
的生存环境之一。湿地被誉为“地球之
肾”“天然水库”“天然物种库”和“淡水之
源”。那么，湿地对生态系统的价值究竟
如何？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它。

何为湿地？

湿地、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
态系统。根据《湿地公约》的定义，湿地是
指天然或人工，永久的和临时的各类沼
泽、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
的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咸水水体者，
以及低潮位时6米水深以内的海域。

湿地有哪些功能？

■作为一个蓄水库 中国湿地保
存了全国 96%的可利用淡水资源，青海
三江源湿地每年给长江、黄河、澜沧江
供水 600 亿立方米，三江平原沼泽湿地
最大蓄水量可达每公顷 8100 立方米。
在降雨期间及之后，当溪流的流量增
加时，湿地会拦截一些洪水并将其缓
慢释放回溪流中，从而有助于降低洪
峰流量。如今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导致
的降水事件愈发极端化，湿地的这一

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个水质净化器 湿地里的

许多挺水、浮水和沉水植物能够在其组
织中富集金属及一些有害物质，很多植
物还能参与解毒过程，对污染物质进行
吸收、代谢、分解积累及水体净化，起到
降解环境污染的作用，如同肾能够帮助
人体排泄废物。硝酸盐是农业生产中一
种常见的营养物质，但过量使用时会损
害水质。研究表明，牛轭湖（U形河道）平
均可以从周边流入的水中过滤掉42％的
多余营养物质。

■作为一个动物家园 湿地为野生
生物，尤其是一些濒危珍稀的野生动
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湿地更是
许多鸟类、鱼类、两栖类动物繁殖、栖
息、迁徙、越冬的场所，湿地还是一些
小鱼的避难所。在这里可以免受大型
捕食性鱼类的侵害，候鸟和水禽常将
湿地用作觅食区和筑巢地点，鸭类和
鹅类更是打出生就在这儿了，可以说
湿地孕育了众多生命。

■作为一个储碳库 湿地占全球陆地
8.6%面积，储碳总量占陆地生态系统的
35%。但是湿地一旦遭到破坏，被安全封锁
在土壤中的碳将会被释放到大气中。

据成都日报

海绵城市，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
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
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
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用“渗、滞、蓄、
净、用、排”等措施，控制城市雨水径流，
最大限度减少由于城市开发建设行为对
原有自然水文特征和水生态环境造成的
破坏。

透水铺装：透水铺装材料有着密
密麻麻的孔隙，雨水能够迅速通过这
些孔隙排走，有效解决了积水问题，

同时可以补充地下水并净化雨水。
雨水花园：雨水花园通常位于地势较低

区域，里面种植有丰富的耐水植物，通过土
壤和植物的渗透、过滤和蒸发，受污染的雨
水就变干净了。

下凹式绿地：下凹式绿地是指一
种高程低于周围路面的公共绿地，也
称作低势绿地，利用开放空间承接和

贮存雨水，达到减少径流外排的作用。
生态树池：生态树池可以过滤和储存雨

水。生态树池建在人行道、车道两旁，收集路
面雨水，设施里的土壤、沙粒和植物可以储
存一定的雨水。

藏着哪些“治气”新密码？
“成都蓝”、“雪山白”刷屏背后

这几天，锦江中数十只苍鹭同框
的照片在不少人的朋友圈中引起热
议，“大群苍鹭同框的场景，在成都并
不多见，不要说普通市民，就是专业鸟
类摄影师也要经过耐心寻找才偶尔可
以拍到。”摄影师如此感叹道。不仅仅
是苍鹭，截至2021年3月31日，成都
记录有鸟类511种，在全国有鸟种记
录的主要城市中位列前茅。

同样是成都，有一个“在成都遥望
雪山群”，有一群“平原追峰人”，有一
种幸福叫“在阳台上遥望雪山”，“成
都雪山”也一次次成为热搜常客，惹得
全国各地网友都羡慕不已。据统计，
2020年中心城区遥望雪山次数达到
75次。

“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
千秋雪”，这并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是
这座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成效的体现。
2017年以来，成都市通过持续深入实
施“铁腕治霾”和大气污染防治650
工程，深入开展压减燃煤、治污减排、
控车减油、清洁降尘、综合执法、科技
治气六大行动，今年，最新版成都蓝天
保卫战“作战图”——《成都市2021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行动方案》出炉，
努力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按照
“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原则，成都环
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1月1日至6月
15日，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32
天，同比增加14天；优良率79.5%，
同比上升8.8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成都大气污染治理有哪些
新举措？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
深入贯彻落实“铁腕治气”和“打赢蓝天保
卫战”各项工作要求，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拟
定《成都市 2021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行动
方案》《成都市 2021 年夏季臭氧污染防控行
动方案》《成都市 2021 年度挥发性有机物综
合整治攻坚行动方案》等指导性文件，进一
步优化调整了重点管控区域范围，明确工
作任务和职责分工。

在工业源大气污染防控方面，成都市生态
环境局组织了对3204家家具制造企业的绿色

化发展绩效考核分级定档工作，指导 7585 家
涉VOCs排放企业完成自检自查自测。同时，
强化智慧监管，运用卫星遥感、3D气溶胶雷达
扫描、VOCs 走航等科技手段强化日常监管，
及时督导问题整改。

值得注意的是，全市统筹开展二季度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行动，以移动源、工业源和城市
面源污染管控为重点，实施25条具体措施，进
一步强化执法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倒逼
企业实现污染减排，推动全市二季度空气质量
实现改善。4~5月，全市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5
天，PM2.5、PM10、NO2 浓度分别同比下降

17.5%、23.9%和23.8%。
“上半年，成都积极开展了《成都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立法工作，提高精准、科学、
依法治气水平。目前该条例已通过市人大党
务委员会三审，即将按程序印发出台。”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与此同时，
还在全国首创开展了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编制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臭氧重污染
天气应对机制，明确并细化应急减排措施，
引领社会各界和公众积极参与臭氧污染防
治工作。据悉，该预案也将于近日按程序印
发实施。

实施25条具体措施
推动二季度空气质量改善“治气”有新招

从今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的空气质量
“成绩单”可以看出，尽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有所增加，但NO2、PM10、PM2.5、臭氧等主要
污染物浓度仍不稳定，其浓度分别为 39、58、
35、161 微克/立方米，NO2、PM2.5 浓度同比
分别上升8.3%、2.9%，PM10、臭氧浓度同比分
别下降6.5%、21.8%。“针对主要污染物浓度同
比不同程度上升，NO2、臭氧污染治理存在薄
弱环节等问题，下半年，我们将聚焦夏季大气

治理的主攻方向——臭氧，持续攻坚，全力争
取优良天。”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相关负
责人说。

据介绍，以 PM2.5 和臭氧协同减排为主
线，成都将聚焦NO2、VOCs深度减排，加快制
定印发《成都市2021-2022年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方案》；深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
结构、用地结构调整，研究制定2021-2025 年
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行动计划；切实抓好夏季臭

氧和秋冬季颗粒物污染防治，全力争取优良
天，确保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完成省上下达的
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紧盯工业领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
问题，严格实施分级分类治理，推动石化、水
泥、玻璃、整车制造、家具等重点行业企业争创
A级、B级。充分应用小微企业义诊帮扶成果，
实施涉VOCs工业园区、企业集群治理和重点
企业“一厂一方案”深度治理。

聚焦NO2、VOCs深度减排
加快制定攻坚方案攻克薄弱环节

VOCs电子围栏、走航观测
一大波“黑科技”上线守护“成都蓝”

湿地价值知多少？ 海绵城市怎么建？

渗

滞

雨水桶：雨水桶是一种雨水收集装
置，屋面的雨水经过简单净化以后，可以
存储起来浇灌绿地。

蓄水模块：蓄水模块是用于存储雨水的装
置，配合过滤系统可以净化雨水，用于绿化、道路
清洗、冲厕等非饮用水系统。

雨水湿地：雨水湿地利用沉淀、水生植
物及微生物等作用净化雨水，并可蓄存一
定量的雨水，减轻大雨时产生内涝的风险。

植被沟：植被沟又叫生态草沟或者生物沟，
雨水径流通过植草阻拦，逐步缓慢下渗，最终用
于补充绿地的土壤含水量，实现降雨径流的全部
吸收净化，同时减少绿地浇灌用水，达到消减降
雨径流，延缓洪峰的目的。

雨水回收利用系统：雨水回收利用系
统是指通过一系列设施收集、存储、净化
周边的雨水，用于绿化、道路清洗、冲厕等

非饮用水系统。

环保雨水口：环保雨水口是有过滤设施
的雨水口，可以将一部分雨水进行初期净化。

线性排水沟：线性排水沟具有V形剖
面设计，线性连续排水能提高排水能力并增强沟
的自我清洁效果，经常用于建筑下、道路旁和广
场上的排水。 据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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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山歌给党听！
电影《山歌》25日公映

旅日大熊猫“仙女”
喜诞双胞胎

“成都雪山”多次登上热搜

2021年4月20日，成都温江区鲁家
滩湿地公园，绿水悠悠，芦苇荡漾，绿道
穿境而过，是当地百姓休闲漫步和骑游
健身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