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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进行时

成都这项做法登上全国政协协商座谈会

“供排净治”一体化改革
让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修管网、扩涵洞
还将新建一个污水收集池施工方：

问题如何解决？9月12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现场进行走访。

9月12日下午2点，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共和村小区外
的金简仁快速通道修建工地，该工地
位于小区低洼地带，靠近小区住宅。
现场施工人员正操作挖掘机进行刨
土作业，在工地现场挖出了一个近3
米深的大坑。另一侧，一辆污水收集
车辆正在进行污水收集。

成都市简阳市交通运输局建管
科科长余华均告诉记者，由于此处正
在进行金简仁快速通道施工，修筑水
沟时将覆盖土方堆放两侧，连续降雨
导致石块滑落造成污水管网破裂。9
月4日强降雨后，雨水从破裂处涌入
污水管网，导致雨水和污水混在一
起。同时，由于施工导致该小区排水
系统不完善，邻近共和村小区的排水
涵洞遇强降雨时排水困难，小区低洼
地带房屋存在被淹风险。

“针对居民投诉的内容，我们经
过调查研究后，立即进行了整改。”余
华均向记者介绍，在接到居民投诉
后，便立即对破损的污水管道进行了

修复，加高集污池检查井井壁，防止
雨污混合。同时，施工方还在小区周
边开挖排水渠，分散积雨量，降低原
雨水管网排放压力。加宽金简仁快速
通道共和村小区雨水涵洞出口，加宽
宽度1米，提升涵洞排水能力。目前污
水管道修复工作已经完成，涵洞排水
工程将在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

“实际上，在进行基础整改的同
时，我们还根据该小区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解决小区排水问题。”余华均
说，在前期调查时，施工方发现该小
区仅有一个污水收集池，原本连接污
水收集池的管道也不是很匹配。为
此，施工方在原有污水收集池旁，还
将新建一个污水收集池。相关工程完
成后，该小区污水便可以妥善收集。
同时，针对该小区的实际情况，简阳
市相关部门将购置两台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备替代原污水处理设备，解决
小区住户污水处理问题。而在一体化
污水处理设备到位之前，当地政府将
持续开展常态化污水收集池截污转
运工作，保证污水妥善处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9
月13日从成都市经信局获悉，国
家市场监管技术创新中心（氢储
运加注装备）正式获市场监管总
局批复建设。据悉，该技术创新中
心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建设
的首批19个技术创新中心之一，
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获批筹建的国
家市场监管氢储运加注装备技术
创新中心。

“双碳”目标下，能源结构调
整既是难题，也是机遇。氢能无疑
是最受关注的新赛道，而这个国
家级中心落址成都，不只是行业
机遇，更是城市发展新动能。

产业新机遇：
市场化的“准生证”

从结构来看，该技术创新中
心由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
院、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厚普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大学联合申报建设——
政、产、学、研、用，一应俱全。按照
规划，该中心将围绕国家氢能产
业发展战略需求，通过上述单位
的协同创新，重点开展氢储存、运
输、加注环节核心技术的研发，关
键装备的产业化以及相关检验检
测技术、评价方法标准化的研究，
并进行技术试验、孵化、示范、推
广，推动成果工程化、标准化、市
场化、产业化。

乍一看很复杂，但四川省特
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划了个重点：核心工作是研
发能力、产业化条件以及成果转
化的建设。

比如氢能大巴要投入市场实
现量产，需要符合标准——但这
一新兴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尚未

完善，哪怕仅仅是储氢设备容量
从35兆帕增加至70兆帕，也需要
新设标准进行安全性检验检测，并
设置一套完善的检验检测体系。这
一技术创新中心则会根据市场化
需求，快速制定形成产业标准，给
予产品实现市场化的“准生证”。

城市新风口：
把握氢能产业话语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
解到，该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进
入建设阶段，建设周期预计两年。
目前，该中心已经成立技术委员
会，主要由上述五家核心成员及
全国氢能储运技术专家构成，旨
在帮助新技术、新产品最快速度
形成标准化，实现产业化。值得注
意的是，该中心将以四川省特种
设备检验研究院所在的成都为总
部，形成“一总部+多基地”的运
营模式。这也意味着，成都在氢能
产业将驶入快车道。

上述负责人透露，该技术创
新中心能够落户成都也与当地产
业结构的完整度有关。成都市经
信局数据显示，成都氢能已初步
形成“制备—存储—运输—加注
—应用”完整产业链条，其中包括
知名企业和科研机构60余家，产
业规模超过100亿元，在燃料电池
膜电极及电堆、高压储氢瓶、氢气
压缩机、加氢系统等装备领域具
有国内领先优势，车载储氢瓶研
制能力及市场占有率全国领跑。

在“双碳”目标的风口，氢能
发展既是产业机遇，更是城市责
任。上述负责人表示，标准的制
定，一定程度代表了产业话语权，

“氢能产业的市场化需要标准的制
定，我们将努力推动产业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中秋、国庆即将来临，旅游热
度不断升温，你的假期如何安排？
9月13日，“多彩金秋·安逸四川”
主题发布会举行，现场发布了十
条金秋旅游线路、“信用游”等文
旅特色活动以及“‘安逸熊猫’线
上线下市集”等主题推广活动。

发布会上，国家金牌导游张
群发布了“多彩金秋·安逸四川”
十条四川最美彩林精品旅游线
路，游客可游览黄龙、九寨沟等世
界遗产，体验人间瑶池、童话世
界，还能打卡光雾山、米仓山，看
天高云阔、赏彩林斑斓，再在康定
喝上一碗暖暖的酥油茶，到毕棚
沟泡一次温泉，在桃坪吃一顿羌
族土火锅，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

今年中秋、十一长假期间，四
川将联合芝麻信用、文旅服务机
构等在全省推出“信用游”，并将
乐山大佛景区打造为首个“信用
游”示范景区。景区内有望率先实
现“先用后付”“先游后付”、减免
押金等便捷消费服务等。

此外，四川省文旅厅还将联
合支付宝陆续推出多项便捷数字
化文旅服务。在9~10月推出“安
逸四川”电子旅游卡。10月中旬，
在成都市猛追湾望平街连续三日
举办“安逸熊猫”周末市集，并在
支付宝端内开展线上市集。市集
将集纳熊猫相关的文创、美食、生
活相关特色商家，并为游客带来

“打卡换熊猫盲盒”活动，打造文
旅消费新场景。

附：十条四川最美彩林线路

线路1
成都-都江堰-汶川-茂县-

松潘-川主寺-黄龙-九寨沟-成都
线路看点：水磨古镇、牟托

村、萝卜寨、九鼎山、牟尼沟、松潘
古城、九寨沟、黄龙

线路2
成都-都江堰-汶川-理县-

毕棚沟-米亚罗-成都
线路看点：都江堰、水磨古

镇、桃坪羌寨、毕棚沟、米亚罗等
线路3

成都-雅安-康定-折多山-
新都桥-塔公草原-墨石公园-八
美-成都

线路看点：跑马山、折多山、
新都桥、塔公草原、塔公寺、墨石
公园、木格措、木雅圣地、泸定桥、
海螺沟等

线路4
成都-青城山都江堰-映秀-

卧龙-四姑娘山-双桥沟-长坪
沟-巴朗山-成都

线路看点：青城山、都江堰、
卧龙自然保护区、四姑娘山、双桥
沟、长坪沟、巴朗山等

线路5
成都-南充-巴中-南江-光

雾山-成都
线路看点：恩阳古镇、白衣古

镇、南龛山、川陕苏区王坪、光雾
山、诺水河、驷马水乡等

线路6
成都-德阳-绵阳-剑阁-剑

门关-旺苍-米仓山-成都
线路看点：三星堆、李白故

里、剑门关、翠云廊、昭化古城、米
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线路7
成都-德阳-绵阳-江油-青

溪古城-唐家河-成都
线路看点：三星堆、李白故

里、方特乐园、青溪古城、唐家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线路8
成都-新津-蒲江-蒙顶山-

荥经-龙苍沟-成都
线路看点：新津花舞人间、石

象湖、蒙顶山、龙苍沟国家森林公
园等

线路9
成都-新津-蒲江-雅安-天

全-喇叭河-东拉山-成都
线路看点：花舞人间、石象湖、

蒙顶山、碧峰峡、喇叭河、东拉山
线路10
成都-雅安-宝兴-邓池沟-硗

碛藏寨-达瓦更扎-神木垒-成都
线路看点：新津花舞人间、石

象湖、蒙顶山、碧峰峡、神木垒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国家市场监管氢储运加注装备技术创新中心落户成都

氢能产业成最受关注新赛道

四川发布十条金秋旅游线路，
邀你来看最美彩林！

住宅小区内的排水管网，是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的重要设施，一
旦出现问题，不仅会出现污水倒灌等问题，甚至还会影响居民人身
安全。近日，成都简阳三星镇共和村小区的居民便遇上这样的烦心
事。据居民反映，由于小区外正在修建金简仁快速通道，工程施工导
致小区污水管网破碎，每当下雨，雨水便会顺着破损的污水管网倒
灌，并且由于工程施工，导致该处雨水排放不畅，小区低洼地带房屋
存在被淹风险。

9月10日，十三届全国政协
第54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北京
召开，围绕“推进城镇污水处理
提质增效”协商议政。会上，11位
委员和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从不
同角度建言咨政，60多位委员在
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
发表意见。

座谈会现场，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冯远作了题为《加快供排净
治一体化改革，促进水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的交流发言。集中介
绍了成都实施“供排净治”一体化
改革的各项做法及取得的成效经
验，并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建议。

“供排净治”一体化改革如何
推进？它对成都水环境的改善起到
了哪些作用？近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对话成都相关部门。

“在城市中，市民对于水资源的需
求几乎贯穿日常生活全过程，而随着城
市发展，传统水务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
管理多头、责任不清等问题，已成为了

‘大城市病’的顽疾之一。”对于传统水
务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在冯远看
来可以用“九龙治水”来概括。比如，城
市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建设分属不
同部门，而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管理
维护也由不同主体承担，从而导致责任
分裂、协同性差、运行效率低等问题。

“在市民日常生活中，住宅小区的
供排水设施维护不到位的问题较为集
中，背后的原因同样如此。”市水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住宅小区内部排水管网和二次供水设
施由业主或业主委托物业负责管护，
但实际上，住宅小区普遍存在二次供
水设施管理主体多元、物业维护缺失、
管理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易造成
二次供水安全隐患。同时，小区内部排
水设施管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排
水管网长期失管，雨污混流、病害严
重，特别是一些老旧院落小区，设施管
护责任无法落实。

“病因”找到，成都开出的“药方”便
是实施“供排净治”一体化改革，其中最
为重要的“药引”，便是构建治水管水体
制机制，促进供水、排水、净水、治水从
源头到终端的全过程深度融合。

“前期，成都印发了《关于优化水

务管理体制构建供排净治一体化机制
的试行意见》，成立供排净治一体化改
革领导小组，深入推进治水管水体制
机制改革。”据成都市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与传统
水务管理体制机制相比较大的变化在
于，成都将城市水源工程建设及输送、
自来水生产及供给、污水收集及处理、
再生水生产及利用、河湖治理及管护
等水务全产业链存量设施以TOT（移
交—经营—移交）模式划转行业国企
经营；同时，扩大特许经营范围，将市
政管网、下穿隧道、河道及附属设施等
以BOT方式授予行业国企特许经营
权，增强融资能力，从而实现了“厂网
河 ”一体化综合治理，“供排净治”一
体化闭环管理。

“改革中，对水务行业管理机制也
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完善。”据上述负责
人介绍，成都市水务局作为行业主管
部门，对供排净治一体化的法规、政
策、规划、标准体系进行了修订完善，
并指导行业国企加快建立健全一体化
机制，转变以往分层级、分部门的分割
式、碎片化“九龙治水”模式。转变局属
公益事业单位职能，剥离管护职责，实
行管办分离、事企分开，依法实施第三
方监管，强化行业技术指导、运行监
测、巡查考核等行政辅助监管职能，探
索建立流域管理内设机构，构建行业
监管一体化机制。

实际上，成都从2020年提出构
建“供排净治”一体化机制后，供排
净治一体化改革正在中心城区、天
府新区和东部新区试点，改革初见
成效。最为明显的变化，便是锦江流
域水质的改变。据了解，锦江流域优
良水体率从2016年的69％提升到
2020年的100％，2020年锦江黄龙溪
国控断面水质首次全年达Ⅲ类，实
现了特大型城市河道水质从劣Ⅴ类
提升到Ⅲ类的重大突破。2021年1~7
月锦江黄龙溪断面水质持续保持在
Ⅲ类。

在城市供水方面，成都稳定运
营城市自来水厂4座，总规模278万
吨/日。新建自来水厂3座，在建3
座，新增供水规模168万吨/日，建
成后可满足未来2500万人口的用
水需求。并且，成都还搭建了从原
水、过程水、出厂水到管网水全过
程水质重要指标24小时监控系统
和三级水质监控体系，保证全域供
水品质。

同时，成都按照“建大、并中、
关小”的思路，支持市属国企以市
场化方式整合供水资源，推进城镇
大水厂、大管网向周边农村地区覆
盖。以成都市郫都区为试点，整合
了5个小微供水主体，14个乡镇131
个社区接通自来水，实现郫都区与
中 心 城 区 供 水“ 同 网 、同 质 、同

价”。实施天府新区农饮水工程项
目，解决新兴、白沙等9个乡镇居
民安全饮水问题。并在此基础上，
扩大统筹范围，推动跨区域供水
互联互通，推动实现城乡供水“一
张网”。

在污水处理方面，成都新建污水
处理设施9座，在建13座，提标扩能改
造8座，新增污水处理规模358.7万
吨/日。启动4座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建
设，节约土地33%，破解大型环保项
目“邻避效应”。建成再生水利用设施
4座，新增利用规模59万吨/日，再生
水利用率达37.5%。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已开工建
设的4座地埋式污水处理厂之一，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成都骑龙净水
厂，通过BOT模式（建设－经营－
转让）交由同一家行业国企进行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的投资、建设
和运维，实现厂网一体化管理，确
保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就能通水正
常运行。

此外，成都普查城市排水管网
7300公里，治理重大病害管网350
公里，普查各类排水户12823个，治
理病害排水户579个。建成11.4公里
锦江截污干管，开工建设11.7公里
锦江截污管涵，极大增强污水输送
能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工程施工导致小区排水不畅工程施工导致小区排水不畅？？

新增污水处理规模358.7万吨/日
建成11.4公里锦江截污干管

成都骑龙净水厂规划图

新建的污水收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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