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明推开窗户看到蓝天白云，监测数据却显示是污染天，在明媚的夏
天，臭氧已经取代PM2.5成为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怎么治？7月7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成都市臭氧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1年版）》已正式印发，首次对臭氧污染科学设
置预警分级标准，将臭氧重污染天气预警统一划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
警、红色预警三个等级，并实施分区分级管控、细化应急措施，以此强化夏
秋季高温时段臭氧应急管控措施，持续改善全市空气质量。这也是全国首
个专门针对臭氧这一指标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臭氧重污染，预警分级如何划分？应急预案有哪些亮点？又将如何
精细化管控？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进行了
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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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重污染天气三级预警，将分
别实行怎样的响应措施？成都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行Ⅲ级响
应（黄色预警）期间，中心城区建成区
每日8点到18点，停止房屋修缮、室
外建筑工地喷涂粉刷等排放挥发性
有机物的施工作业；停止市政设施和
道桥防腐维护作业、大型商业建筑装
修、外立面改造、防水作业、道路沥青
铺设、人行道护栏、道路交通隔离栏、
道路标线和标识以及广告等的涂装
或翻新作业（绿色标杆工地及应急抢
险工程除外）。

中心城区建成区，每日20∶00～
次日 8∶00，禁止施工工地土石方作
业（包括开挖、回填、场内倒运）、建
筑拆除、建筑工程配套道路和管沟
开挖作业；施工现场国Ⅱ及以下的
燃（气）油非道路移动机械停用（应
急抢险工程作业，以及采用新能源
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业的除外）；禁止

建筑垃圾（含工程渣土）运输车辆、
预拌混凝土运输车辆、预拌砂浆运
输车辆（国Ⅵ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
和新能源车除外）通行；全天 24 小
时，禁止沥青混合料拌合车（国Ⅵ及
以上排放标准车辆和新能源车，并
配套有沥青烟等挥发性有机物收集
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的除外）通行；
禁止汽修企业开展喷涂作业（绿色
钣喷维修企业除外）。

《预案》显示，实行Ⅱ级响应（橙
色预警）期间，主要是在Ⅲ级响应（黄
色预警）强制性减排措施的基础上，
将重点管控区域扩大至中心城区、郊
区新城建成区。而在实行Ⅰ级响应
（红色预警）期间，强制性减排措施将
全部扩大至全市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臭氧预警期
间，教育部门还需协调幼儿园、中小
学校取消昼间高温时段户外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7月7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日，
四川省非洲猪瘟防控与恢复生猪生
产指挥部印发《四川省稳定生猪生产
十条措施》，提出各级各部门要千方
百计稳定生猪生产和价格，加强政策
支持，稳定养殖信心，确保全年完成
4000 万头存栏任务和 5800 万头出栏
调度目标。

十条措施包括生产服务、非洲猪
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鼓励企业开
展猪肉产品加工、价格监督检查、猪
肉收储等方面。具体包括加强生猪生
产监测，月调度、季通报，当能繁母猪
存栏低于380万头时发出预警并采取
应对措施，防止产能过度下降；立即
全覆盖开展夏季“大消毒”专项行动；
坚决打击“助涨助跌”等网上散布不
实消息的行为等。

生产服务
指导养殖场户做好生产计划
积极推广良种母猪

在生产服务方面，四川将深入推
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继续抓好已开
工新建猪场项目建设，支持老旧猪场
升级改造，措施不变、力度不减；指导
养殖场户做好生产计划，有序出栏补
栏，及时淘汰产能低下的能繁母猪，
特别是淘汰留作种用的三元肥猪，积
极推广良种母猪。

在 非 洲 猪 瘟 等 重 大 动 物 疫 病
防控方面，四川将把蓝耳病等其他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纳入指挥部职
责范围；落实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
疫情排查日报告制度；严格生猪调
运卡口管理和调运监管，严格规范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严格落实 24 小时应急
值守，规范疫情处置和报告；加强
主要疫病的基础免疫和补免，确保
应免尽免。

在价格监督检查方面，四川将完
善生猪行业和猪肉市场监测预警机

制，建立价格分析联席会议制度，重
点跟踪分析生猪价格、仔猪价格、城
市猪肉平均零售价格等指标变化；建
立生猪行业和猪肉市场信息统一发
布平台，及时发布涉猪政策和市场价
格等信息，指导养殖主体主动适应市
场形势变化调节生产计划；依法依规
适时采取提醒告诫、约谈、查处等方
式，严厉打击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等
操纵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
市场秩序；加强舆情监测研判，坚决
打击“助涨助跌”等网上散布不实消
息的行为，引导养殖主体特别是中小

养殖户不信谣、不传谣，避免恐慌性
抛售。

利好政策
维持对生猪养殖项目
0.5%的低担保费率

另外，还有多项利好政策，包括
统筹用好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按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脱贫地
区生猪等乡村产业发展；聚焦生猪生
产、疫病防控、粪污利用、冷链冷藏等
关键环节，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直
接补助等方式支持购买防疫物资、配
备防疫和粪污处理相关设施设备等，
按规定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设
施设备除外；也可采取先建后补、贴
息等方式支持冷库建设。

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符合授
信条件但暂时经营困难的生猪养殖
场户和屠宰加工企业，不得盲目限
贷、抽贷、断贷；要加大信贷投入，着
力满足猪肉加工、储存等环节的合理
资金需求。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
要做好对生猪养殖主体，特别是自繁
自养农户的担保支持，维持对生猪养
殖项目0.5%的低担保费率，持续对展
期、续贷的生猪养殖主体提供稳定的
担保，切实做到应担尽担；将屠宰、加
工以及冷链物流等生猪全产业链环
节纳入担保范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记者7月7日从四川省税务局
了解到，为提升出口退税服务质
效、更好助力稳外贸工作，四川省
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出口退税新系
统。截至目前，出口退税新系统共
为纳税人办理出口退税业务729
笔，退税1900万余元。

记者了解到，出口退税新系
统的上线是四川税务落实“放管
服”改革、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新系统上
线后，出口企业申报出口退税途
径更加丰富。除以往最常使用的
离线出口退税申报工具外，企业
现在还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直接进行在线
退税申报和资料上传，税务局自
动受理审核，还能在线查看税务
机关办理进度。

新系统中，税务机关还充分
利用信息化手段，将企业报关数
据、发票数据、申报数据等进行整
合，精简申报表单和填报数据项。
以往生产企业进行免抵退税申报
时，需要报送《免抵退税申报汇总
表》《免抵退税申报表汇总表附
表》《申报资料情况表》等5张表
单，简并优化后，仅需报送《免抵

退税申报汇总表》《免抵退税申报
表汇总表附表》2张表单，不再报
送其余3张表单。原来的《汇总表》
共需填写37个栏次，新系统上线
以后，《汇总表》直接精简至19个
栏次。

为了帮助出口企业更好地
适应新系统，获得更好的办税
体验，四川省税务局同步启动
了出口企业直联机制。省市县
三级通过建立直联微信群与出
口企业取得直接联系，为每户
企业指派税务联络员，“一对
一”“点对点”地开展新系统上
线后的政策宣传、系统操作辅
导和即时答疑。

四川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
处（进出口税收管理处）处长付鸿
雪表示，出口退税新系统上线后，
出口退税申报表单删减约三分之
一，填报数据项删减约五分之一，
平均申报效率提升近30%。“下一
步，四川省税务局将继续依托新系
统上线，持续优化出口退税管理服
务机制，拓展便利化服务措施，助
力四川出口企业高质量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王培哲

7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了
解到，为进一步服务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加速川西地区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方便沿
线百姓出行，促进人流、物流、经
济流、信息流畅通，从7月11日起
新增开行1对邛崃至重庆北间动
车组列车。

该车经由成雅铁路、沪汉蓉
铁路成遂渝段运行，沿途经停成

都西站、成都站、大英东站、遂宁
站、潼南站。

记者从12306网站看到，该车
每日早上8时43分从邛崃发车，于
11时57分抵达重庆北站，全程历
时3小时14分钟。下午16时15分从
重庆北发车，于晚上19时47分抵
达终点邛崃站，全程历时3小时32
分钟。票价方面，二等座价格为
128.5元，一等座票价202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成都出台全国首个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三级预警 分区管控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水平，减少臭氧重污染天气发生
频率和污染程度，必须提前做好风险
防范，最大程度上减轻臭氧重污染天
气对大气环境和公众身体健康的影
响。”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制定地方城市臭氧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是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管
理的主要抓手，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
重要措施。

预警分级如何划分？记者了解
到，臭氧重污染预警分级标准，采用
IAQI（O3）（臭氧分指数）为预警启动
指标，由低到高依次分为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三个等级。
黄色预警：预测 IAQI（O3）大于

150（中度污染）将持续3天及以上。橙
色预警：预测IAQI（O3）大于150（中
度污染）将持续4天及以上，且IAQI
（O3）大于200（重度污染）将持续1天
及以上。红色预警：预测IAQI（O3）大
于200（重度污染）将持续3天及以上。

同时，为保障臭氧污染防控的科
学性，实现臭氧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发布的精准性，《预案》根据各区（市）
县空气质量实况和区域预测预报分
析，新增了分区域发布重污染天气预
警信息，实施分区分级管控。

采用IAQI（O3）为预警启动指标

分级标准

突出差异化管控，不搞“一刀切”

预案亮点

一旦出现臭氧重污染天，将采
取哪些应急响应措施？针对市民关
注的这一问题，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也进行了详细解读，“在保持应急减
排力度不放松、保障民生及社会正
常运行的基础上，将精准减排作为
臭氧污染防控的总体方向，科学细
化应急减排措施。”

据介绍，基于大气污染具有流
动性、区域性污染特征，夏秋季为臭
氧污染高发的重点管控时段，成都
市生态环境部门将联合气象部门开
展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和臭氧污染形
势分析研判，强化未来5-7天中长期
预报和3天精准预报，及时掌握气象
条件和臭氧污染变化趋势，提前 24
小时发布预警启动信息，及时启动
重污染天气预警。

《预案》在对象上将臭氧生成潜

势较高物种涉及的相关行业企业、
园区作为重点管控对象，通过科学
指导、精准施策、常态化监督检查和
监测评估等手段，强化对涉气重点
排污单位、高排放柴油货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涉VOCs排放施工工地
作业的监管。

突出差异化管控，推动重点行业
企业绿色化发展，是《预案》的亮点之
一。在减排措施上突出差异化管控，
将对企业实施差别化管理，对绿色标
杆企业、绿色标杆工地、绿色钣喷维
修企业、绿色加油站实施差异化管
理，最大限度减小对企业正常生产的
干扰，严格依法监管，不搞“一刀切”，
落实更加精准化、差异化的管控措
施，统筹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打
赢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推进产业转
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重点管控区域、强制性减排范围扩大

级别升高

四川出台稳定生猪生产十条措施

建立价格分析联席会议制度
严厉打击低价倾销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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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口退税新系统上线
申报表单从5张简化为2张

邛崃直达重庆邛崃直达重庆
成雅铁路首趟跨线车11日开行

制图 李开红

7月7日，从成都城投建设集
团传来消息，日前，由该公司建设
的成洛简快速路工程（四环至五
环段）实现全线通车。经过 15 个
月快速化改造，成洛大道（四环至
五环段）实现了从“堵破旧”到“快
舒美”的蜕变。

成洛大道（四环至五环段）起
于成洛大道绕城高速，利用既有
成洛大道，经西河镇、洛带镇，止
于五洛路洛带古镇隧道前。道路
全长约12.25公里，按照一级公路
兼市政配套的道路等级建设，道
路标准段红线 60 米（主 6 辅 4），
非标准段46米（主6辅2 ）。

此次成洛简快速路工程新
增 5 座人行天桥、减少 7 个平交
路口，46 米道路红线拓宽为 60
米（主8辅2变为主6辅4），将非
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设置在景观
绿化中，并采用绿波交通控制技
术，对成洛大道快速化起到了关
键性作用。

据成都城投建设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成洛大道全线原有15
个平交路口，建设过程中考虑到
成洛大道两侧的居民正常通行，
仅对螺丝路、双林观路、开元北
路、西君中路、黄土路等7个平交
路口进行封闭。封闭路口采用“右
进右出”的原则，同时根据沿线居
民通行需求新建 5 座人行天桥，
确保行人和非机动车正常横向通
行。此外，还在全线采用绿波交通
控制技术，有效地解决了以往的

“遇路口就堵”的困境，极大地缩
短了主城区与洛带古镇等东部区
域的通勤时间。

成洛简快速路工程承担着成
都市“东进”的区域性交通功能，
成洛大道快速化改造对加强成都
市主城区与洛带古镇、简州新城、
淮州新城之间的经济产业联系有
着重要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好消息好消息！！
成洛简快速路工程（四环至五环段）全线通车

北向出城一条“主八辅四”的
交通大通道正式通车。7月7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
城投集团了解到，作为连接成都
南北的城市中轴线重要组成部
分，天府大道北延线三环路至围
城路段于近日全面建成通车。

天府大道北延线三环路至围
城路段起于三环路凤凰立交北
侧，沿既有北星大道，止于新水碾
路 ，全 长 5.44km，道 路 最 宽 达
110m，设计时速80km。主线道路
采用双向八车道设计，辅道采用
双向四车道设计。该道路主线于
今年2月9日建成通车，此次全线
通车意味着这条大运会保障通道
全面交付。

据了解，该工程主要建设内

容 包 括 了 改 建 雨 污 水 管 道 约
12km，新建4座城市下穿隧道和
8 座地下人行过街通道，拼宽金
芙蓉大道跨线桥双向 1.7km，新
建绿化约 26 万㎡，交安设施、照
明系统和其他综合性管网同步升
级改造。

作为大运会保障通道，天府
大道北延线三环路至围城路段是
集地铁、公交和慢行于一体、具备
快速通行能力的城市主干道。沿
线经过露天音乐公园、凤凰山公
园、凤凰山体育中心等主要建筑，
其建成通车能有效强化片区的路
网结构，提升城北方向的进出城
通行效率，并为大运会核心场馆
提供交通保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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