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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进行时

小区底商修冷库小区底商修冷库，，居民担心污水直排居民担心污水直排
有关部门：与商家沟通协调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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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底商正在装修京东冷库，将
污水直排到了小区排水管道，希望能
搬离此地。”近日，家住成都市成华区
明信鹭湾小区B区的居民向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该小区底商冷
库即将装修完成，担心其投用后产生
噪音及污水。

接到投诉后，成华区商务局立即
前往现场调查，发现该店铺装修尚未
完工，商家未曾营业，并没有市民所反
映的噪音和污水直排情况。9月10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看
到，该冷库装修已经停工，空调外机设
备也已拆除。

现场：生鲜冷库空调已拆除

10日下午3时，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来到成华区御风一路6号处，居
民所反映的冷库位于明信鹭湾小区B
区大门口不远处。现场该冷库大门紧
锁，未听到装修的声音，透过门缝也未
看到有施工人员。处于大门旁边的空
调外机放置处已无空调外机，仅剩8台
海鲜恒温控制设备还未拆除。

据成华区商务局副局长王波介
绍，经过调查，居民所反映的“京东冷
库”实为“叮咚买菜”生鲜冷库，拟用作

“叮咚买菜”蔬菜及生鲜配送前置仓。
其从今年4月起开始装修，目前仅完成
地砖铺设、冷库设施设备安装和部分

顶部装修。截至目前，该店铺也没有装
修完工，商家未曾营业。

“商家确实设置了冷库，因没有营
业，居民反映的噪音和污水排放问题
目前不存在。现场调查中，我们还对店
铺的排污管道以及小区污水管网进行

排查，也未发现污水直排问题。”王波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现
场调查情况来看，“叮咚买菜”装修时
未对排污管网做改动。同时，由于商家
并未营业，其冷库及水产区也未启用，
并不存在污水排放问题。

商务局：已对现场进行处理

据了解，“叮咚买菜”蔬菜及生鲜
配送前置仓类似于中转站，其内蔬菜、
生鲜虽不会像菜市场一样嘈杂，但店
铺外面有一个小广场，居民担心商家
营业后影响大家休闲活动。

“为了解决居民所担忧的问题，
我们与‘叮咚买菜’企业负责人沟
通，反馈了群众诉求；‘叮咚买菜’企
业负责人也积极响应居民诉求，自
愿拆除并搬离生鲜冷库空调，另寻
它址经营。”王波表示，下一步将加
强巡查力度，确保小区临街商铺规
范经营，并做好群众解释答疑，构建
和谐邻里关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摄影报道

新的产业和市场机遇来了，如何
发力？“从全国环保产业发展形势来
看，经过近20年的培育和成长，中国环
保产业正形成集团化、区域化、综合化
的新格局。”许娟认为，目前环保产业
已形成了四大阵营：环保央企“航母
级”服务集团、全国性环境综合服务集
团、区域环境综合服务集团、系统解决
方案提供商。

在她看来，环保企业正由单元向
综合环境解决方案提供者转型，技术
优势正在成为企业持续保持竞争力的
核心。就四川而言，其环保产业格局与
全国大同小异，比如以三峡集团为首
的环保央企“航母”服务集团在四川省
已经布局，“目前四川环保市场是藏龙
卧虎，作为本土环保企业，有本土优
势，但相较于第一第二阵营的环保企
业，我们在金融运作和项目包装等方
面也存在短板。”

面对全国环保产业的竞争格局，
如何实现“突围”乃至做大做强？许娟
透露，四川生态环保集团将构建“四平
台一集群”业务体系，即打造产业投资
发展平台、打造工程与技术服务平台、
打造资产运营管理平台、打造环境权
益交易和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和打造节
能环保装备制造集群，形成全产业链
服务能力，全力服务于经济绿色转型
和环境质量改善，推动四川生态环保

产业做强做优做大。
在四川省环保产业协会会长谢天

看来，“双碳目标”的实现将催生环保产
业快速转型发展，“国企入主、资本引领、
技术为王是当前环保产业发展特征，市
场的集中化趋势明显，而资本、人才和
资源积累将成为环保企业在市场中的
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对
传统环保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投资协会和落基山研究所预
测显示，到2050年，再生资源利用、能
效、终端消费电气化、零碳发电技术、
储能、氢能及数字化等最具潜力的热
门领域，市场规模或接近15万亿元。同
时，这些领域将直接或间接撬动绿色
基础设施投资约70万亿元。

同时，谢天透露，“十四五”期间，
四川省计划实施11个与大气污染防治
相关的重点工程，预计投资2020亿元。
四川“十四五”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初步规划近1500个项目，其中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水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重大项目近200个左右，将释放巨
大的环保市场，“要充分整合成员企业
各自资金、技术、专业团队和行业资源
优势，通过打通政府、基建、环保三大
圈层，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
机遇，以及国家南向大通道建设战略
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成为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力量。”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成都市人防办获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四
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9·18”全
省统一试鸣防空警报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定于2021年9月18日在全
市范围内举行防空警报试鸣演练。

警报试鸣时间及信号规定如
下：

一、预先警报：10时00分开始

试鸣，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
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10时06分
开始试鸣，鸣6秒，停6秒，反复15
遍，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10时
12分开始试鸣，连续鸣响3分钟。

温馨提示：
防空警报鸣响时，请广大市

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并保
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成都9月18日举行防空警报试鸣演练
三种警报信号提前了解

如何撬动万亿级低碳产业？

国资、央企纷纷入局生态环保新赛道

“环保作为趋势行业，万亿级的规模，目前仍处在市场快速
释放阶段。”在9月3日举行的四川联合环保产业联盟换届大
会暨第四届联盟第一次会议上，四川省环保产业协会会长谢天
如此表达自己对“双碳目标”下环保产业快速转型发展的期许，
他甚至大胆预测，环保类的基建类业务将会成为国家经济新的
增长引擎。

“十四五”开局之年，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环保产业发
展迎来机遇期，国资、央企纷纷入局“减排降碳”的同时，也加快
了布局环保产业新赛道的脚步，核心技术、资金支持不可或缺。
根据不同机构预估，到2060年，我国需要在低碳相关领域投
入的资金，少则70万亿元左右，多则超过130万亿元。面对巨
大市场，产业如何发展？钱从哪里来，又该如何用？

“双碳”目标下

国资进军环保行业是近两年来生
态环保领域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在
四川联合环保产业联盟换届大会暨第
四届联盟第一次会议上，刚刚在8月重
组成立的四川生态环保集团也正式

“入群”，成为联盟的新成员。
在谈及成为四川联合环保产业联

盟新成员的缘由时，四川省生态环保
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许娟表示，“十四五”期间，绿色发
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将把环保产业推上
新的风口，抱团发展将是在全国竞争
格局中“突围”乃至做大做强的战略。

“四川生态环保集团是经省委省
政府同意、省国资委批准，以四川发展
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采取

‘增资扩股+无偿划转’方式，组建的
省级生态环保综合产业平台。”许娟介
绍，截至目前，四川生态环保集团资产
总额超300亿元，净资产超100亿元，是
全国首家业务覆盖气、水、固全要素污
染治理的省级生态环保集团。而四川
联合环保产业联盟是四川省环保产业

合作模式的创新举措，是由省内外环
保行业从事相关技术与产品的研究、
开发、生产、制造、服务的优秀企业组
成的战略联盟，“针对‘十四五’环保市
场的新机遇，我们跟紧‘风口’，强化抱
团意识，强化开拓意识，携手实现自身
升级跨越发展。”

不仅仅是四川，今年以来全国多
地成立或组建生态环保集团，生态环
保行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今年2
月，徐州市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宣布成
立；3月，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名称变更为“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7月，无锡市环保集团正式揭牌成
立。云南、安徽、福建等省市均已规划
提出将组建环保产业集团。

与此同时，不少央企正把目光瞄
准生态环保领域，将生态环保作为未
来发展的新赛道。诸如中国建筑、中国
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电建
等基建“超人”纷纷进军环保，行业竞
争会更为激烈。

钱从哪来？
国资、央企瞄准生态环保新赛道

低碳产业撬动万亿级投资
如何抓住新机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环保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图为雨后的成都市区，能看见群山
和幺妹峰 王勤摄

大黑河是黄河上游末端的一
条大支流。在流经呼和浩特市土
默特左旗北什轴乡沙梁村时，它
与三条河流交汇，形成了一个

“回”字形河道。
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四级调

研员薛智文，正带着排查队员林
阳萧和宋星宇寻找一处隐藏于河
岸灌木丛中的排污口。

这是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的工作现场。前期的卫星和
无人机航测已经将黄河干流和主
要支流沿线的疑似排污口拍下来，
标记在排查人员使用的App上。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告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这种

“高科技+笨功夫”的现场排查，
是为了抓住入河排污口这个关键
节点，全面摸清底数和问题，打通
岸上治污和流域水质的关系，以
实现从流域系统性和生态系统整
体性出发，推进水陆统筹、以水定
岸的流域系统治理。记者跟随生
态环境部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
查小组，揭秘黄河如何做“体检”。

471人“拉网式”排查
2977公里岸线

与薛智文、林阳萧、宋星宇一
起工作的同事，都来自生态环境系
统内18个省份、生态环境部14家派
出机构和部属单位。这471名工作
人员组成了99个现场排查组。他们
计划从9月7日开始，用7到10天时
间，“拉网式”排查黄河及其重要
支流的2977公里岸线。

“老环保”薛智文带领组员负
责黄河一级支流大黑河在呼和浩
特市区下游的一段排查任务。复
杂的地貌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
少困难。“有时候，看着河对岸只
有5米，但要过去就要在玉米地里
绕出几公里。”薛智文说，因为周
围全是茂密的杂草，肉眼观测的
视野也只有眼前的几米，好在带
了无人机。薛智文说，这种条件下
无人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终，
他们将拍到的照片和这个疑似排
污口的情况上传登记在App上。

生态环境部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这次排查队员还配备了红外
双光无人机、红外仪和望远镜，来
加强排查力量。

App进行信息填报
为排污口办“身份证”

薛智文向记者介绍，在这次排
查使用的App上显示，他们这组排
查的河段有20多公里。App上需要
对排污口填报的内容包括：详细地
址、是否为排口、情况描述、入河方
式、排污口类型、排水特征图片、排
污口和周边环境图片、污水疑似来
源、采样情况等。

对此，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
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尧介
绍，过去做排污口污染源调查要
给一线排查人员一张超大的表，
需要把每一项指标，分门别类填
进去，容量很大。

陈尧说，为了操作简便，要让
一线排查人员尽量做选择题而不
是做填空题。所以设计了App，通
过App，围绕每个排污口需要的信
息设置了十来个问题。根据前期调
研的情况，建立下拉菜单的选项。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给每
一个排污口建立一个‘身份证’。”
陈尧说，既然是“身份证”，那么排
污口长什么样子，周围环境怎么
样，图片是必要的信息。通过一系
列图片，人们就可以从一堆排污
口中辨认这一个排污口。同时，这
个App还有定位功能。这次使用
的App都是将排污口标记在卫星
地图上，经纬度可能出现偏差，但
是卫星地图不会。通过卫星地图
再生成经纬度，便于导航。

据介绍，为了更加准确定位排
污口，App还要求对排污口的位置
进行文字描述，比如写清楚周围参
照物信息。这样几重信息叠加，未
来即便排污口被杂草掩盖或者涨
水被淹没，人们还是可以根据这些
信息找到这个排污口。

为黄河深度体检
“一口一策”制定整治方案

实际上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排查去年就已经展开。

按照“试点先行与全面铺开相
结合”原则，2020年5月，生态环境部
制定印发《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确定选取黄
河干流甘肃段、湟水河、汾河作为试
点区域。首先在3省12市（州），排
查4300公里岸线及河岸两侧1公
里缓冲区，面积约5500平方公里。

根据试点地区的经验，今年3
月26日，生态环境部召开会议启
动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

综合考虑黄河流域上中下游
差异，生态环境部将有序推进排
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计
划2年时间完成全流域排查。到
202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排污口整
治工作。通过排查整治，将构建具
有入库、管理、查询、统计、分析、
共享等功能的黄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大数据系统。

陈尧介绍，根据“三级排查”
的工作安排，本次现场排查的主
要是黄河流域内蒙古和宁夏河
段。今年6、7月份，卫星和无人机
航测工作已经完成，通过对航测
图像解析，在本次排查的2977公
里岸线、5051平方公里范围内，发
现了疑似排污口点位5100多个。

陈尧介绍，这次现场排查，还
成立了四个监测组，进行水质监
测。通过监测发现流域的突出问
题，与排污口排查的结果进行关
联。现场排查组可以使用快检工
具，对目前有水的排口，做初筛，
为监测指明方向。

现场排查只是整个流域排污
口整治的开始。今年3月26日，在黄
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启动会上，生态环境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各地要立足实际、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制定实施“一口一
策”整治方案，统筹推进水资源、水
生态、水环境保护，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不能搞

“一刀切”。生态环境部会同沿黄地
区建立排污口整治销号机制，整治
完成一个，销号一个，切实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为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呼和浩特 报道

揭秘黄河“体检”：
471人拉网式排查2977公里岸线

排污口得办“身份证”

排查人员现场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