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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启动新试点

机动车污染怎么管？
联合检查、数据共享！

要闻
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

03

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是影响空气质量
的一个重要因素。为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
放，成都今年以来持续强化移动污染源监
管。把柴油车路检路查作为常态工作抓早抓
实，已在绕城周边重点路段布设 16 个柴油
车常态化路检点位，对过往柴油车的违法行
为实施现场处罚。

数据显示，截至9月5日，全市累计人工
检测柴油车111605辆，超过2020年全年检测
量的3.52倍，发现超标柴油车4409辆，超标
率3.95%，公安交管部门处罚4345辆，处罚金
额86万元，处罚率98.55%，超过2020年全年
处罚量的55倍；通过遥感监测柴油车约70.45
万辆，其中遥感检测不合格柴油车155辆，处

罚19辆，处罚金额3800元。
但是，在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里，空气无

界，河流相通，机动车污染治理也需要联防
联控。“为进一步加强成都平原经济区机动
车排放检验机构联防联控工作，我们8市联
合制定并印发了试点工作方案。”成都市生
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成都平原
经济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联防联控试点
工作方案》，将建立成都平原经济区（成都、
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 8
城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联合监管机制，
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管理，提升机动车
排放检验水平，实现机动车排放检验的联合
监管。

9 月 22 日，成都市交通运输
局启动“倡导绿色出行、促进生态
文明”主题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公
众绿色出行、绿色生活，以实际行
动支持节能减排，助力城市交通
疏堵保畅。

据悉，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
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围绕“绿
动蓉城”“畅享生活”“便民惠民”
三个方面，多方位展示成都绿色
交通体系建设成效，交通运输新
业态服务创新实践，老年人、残疾
人无障碍出行服务优化完善。

公交出行宣传周期间，将推
出长图滑动 iH5 游戏，通过闯关
挑战、低碳出行问答等环节，分享
和传播绿色出行理念。市民可以
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成都交通
运输”、新浪微博@成都交通运
输，参与游戏挑战和抽奖活动，赢
取红包和精美礼品。

作为一座常住人口总量突破
2000万的城市，成都正在加快构
建交通运输生态文明体系，推动
交通运输绿色发展。在能源消耗
上“做减法”，在提升服务水平上

“做加法”，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
的最美底色。

据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成都以公交都
市创建为工作抓手，大力推进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努力提升绿色交通
出行服务水平。轨道交通加速成
网、常规公交高水平运营、慢行交
通有序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体、
常规公交为基础、慢行交通为补
充”的绿色交通体系已基本形成。

截至2020年底，成都已开通
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13条，运
营里程达 558 公里，位居全国第
四。中心城区“5+1”区域常规公
交线路 608 条，建成区内公交车
站点500米覆盖率100%，中心城
区“5+1”区域公共交通占机动化
出行分担率 60%。依托现有快速
公交通道和地面公交专用道资
源，持续新开及优化快速公交线
路，目前，成都快速公交线路已达
到12条，“环+放射”快速公交网
络得以完善，公交轨道衔接换乘
加强，轨道交通薄弱区域得到补
充覆盖。慢行方面，成都“11+2”
区域拥有在运营单车 102 万辆，
日均骑行次数约 185 万次，共享
单车规范发展得到持续推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9 月 22 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获悉，截至目前，依托省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建
成的全省统一的自然资源电子
证照库，四川省已完成1500余万
张电子证照归集入库。

今年 6 月以来，四川省自然
资源厅按照“一网通办”能力巩
固提升专项工作的部署要求，以
自然资源领域电子证照共享应
用为目标，组织市县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持续开展本行业颁发的
电子证照数据归集和入库工作，
并推进完成全省171个县、市(区)
的不动产登记系统电子证照签
发，将存量证照数据全面归集到
一体化平台。

8月24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对外公布全面启用自然资源领
域 9 类电子证照以来，已归集入
库的电子证照包括：不动产权证
书、不动产产权证明、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矿
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权许可

证、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9类证照数据，总计1500余万张。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电子证照与实体原件
具有同等效力，现在企业和群众
办事时不需要提供上述 9 类证
照，而由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
在省级政务平台上调阅、核查证
照真伪，减少了申请材料，有效
减轻企业和群众办事携带大量
纸质件、复印件、扫描件的负担，
提升办事便利度；也打破了政府
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让数据最
大化共享。通过全面推广电子证
照共享，让政务服务变“群众跑
腿”为“信息跑路”，变“群众来回
跑”为“部门协同办”，变“被动服
务”为“主动服务”，不仅能提高
审批和服务效率，也能增加办事
群众的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
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下一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将持续优化和完善电子证照数据
质量，确保电子证照数据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为四川省自然资源领域
电子证照共享应用打好基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进入9月，成都平原
经济区动作频频，《成都
平原经济区“十四五”一
体化发展规划》正式发
布，规划出“一极一地两
区”战略定位。在生态环
境领域，成都平原经济
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联防联控试点工作正式
启动，成都、德阳、绵阳、
遂宁、乐山、雅安、眉山、
资阳8市将建立机动车
排放检验机构联合监管
机制，规范机动车排放
检验机构管理，提升机
动车排放检验水平，实
现机动车排放检验的联
合监管。

这并不是成都平原
经济区内各城市首次对
机动车污染治理“出
手”。在生态环境领域，
各城市在水污染、机动
车污染、大气污染等方
面联防联控，加快形成
共商、共治、共享的一体
化发展新格局，下一步
怎么干？“‘十四五”期
间，我们将加强成渝和
成都平原经济区区域合
作，强化区域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和联防联控，
共同应对重污染天气的
同时，协同推进二氧化
碳和大气污染物减排，
实现协同减排。”成都市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事实上，机动车污染防治，
仅仅是成都平原经济区生态环
境联防联控中的一项内容。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早在 2014 年，成都就与德
阳、绵阳、遂宁、乐山、眉山、资
阳建立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
制，并在2019年与包括德眉资
在内的成都平原经济区7市签
订了《成都平原经济区生态环
境保护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
从优势互补共赢、信息资源共
享、联动协同共商、生态环境共
治四个方面加强合作。

为充分发挥成都“主干”责
任，成都平原经济区还在全国
首次创新提出建立大气污染防
治城市轮值主席制度，2019年
夏季首次在成都平原开展臭
氧及前体物长时段、多组分联
合观测，为科学制定臭氧管控
方案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
牵头编制成德眉资大气科技
攻关方案，主动为平原经济区
八市提供预报产品，常态化开
展空气质量联合会商，共享预
测预报和污染源清单信息，协
同开展工业高架源、燃放烟花
爆竹、腊肉熏制等面源污染的
联防联控，推动区域协同减排，
共同改善成都平原经济区大气
环境质量。

污染防治攻坚靠一个地方
“单打”不行，要“合奏”“协奏”。
回看成都历年的污染治理作战
路线图，“推动区域联防联控”
是其中的关键一招，下一步怎
么干？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把
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
略机遇，加强成渝和成都平原
经济区区域合作，逐步建立成
渝双城基本相同的污染源监管
体系和联合监管机制，强化区
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和联防联
控，共同应对重污染天气。”成
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还计划协同推进二氧化碳
和大气污染物减排，明确“十四
五”期间全市煤炭、石油、天然
气等消耗量达峰目标和达峰时
间表，加强能源深度转型，实现
协同减排。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李彦琴

管住机动车污染
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启动这项试点工作

下一步如何
提升治理能力？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一
体化是关键词

这项试点有哪些亮点？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了解到，8市将制定统一标准，实现
数据共享。比如，将统一检验机构准入标准，
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联网
规范要求，制定统一联网审核工作流程，对不
符合规范要求、不具备检测能力的新建检验
机构一律不予联网。同时，统一检验机构巡检
标准，参照《成都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排放
检验业务监管实施办法（修订）》开展检验机
构现场随机抽检、远程监控排查。还将建立数
据共享机制，研究建立区域内机动车排放检
验结果（含监督性抽测）和维修治理信息共享
机制，杜绝检测不合格车辆异地检测，对监督
抽测不合格且经非本地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
验车辆进行倒查，对伪造检验结果、出具虚假
排放检验报告的检验机构予以处罚，有效防

止排放超标车辆上路行驶。
开展联合检查，打击违法行动，是此次

试点工作最受人关注的一点。成都市生态环
境局介绍，8市将制定联合检查规范，明确检
查内容、频率等内容。在开展联合检查时，将
建立健全区域联动和协作机制，成都和绵阳
市分别牵头，其他6市派人参加组成两个联
合现场检查小组，制定具体检查方案，每季
度分别选择两个城市开展联合检查。各市应
将问题较多的检验机构、异地车辆或柴油货
车排放检验较多且合格率异常偏高的检验
机构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并纳入联合检查名
单。各市对在联合检查中发现的检验机构伪
造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行为予以
严厉打击，并公开曝光，同时通报市场监管
和公安交管部门。

联合现场检查、打击违法……
8市这样联合监管机动车排放检验

绿化用地有人种蔬菜，用粪水施肥？

街道办：留足时间收割，恢复空地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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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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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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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污染物质的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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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日报）

督察进行时

北湖国际城
小区位于成都成
华区。近日，周围
群众投诉称：“该
小区3期西侧围
墙与三环路绿化
带之间的区域被
人用于种植蔬菜，
期间还会拿粪水
施肥，导致出现异
味，且滋生了很多
蚊虫。”该小区所
属的龙潭街道办
对此展开调查，发
现该地的规划性
质为绿化用地，目
前为未实施建设
的空地。

针对空地内
杂乱栽种蔬菜这
一现象，龙潭街道
办事处综合执法
协调办负责人表
示，已给种植蔬菜
的市民宣讲相关
法律法规，并督促
他们及时收割蔬
菜，恢复空地原
貌，之后龙潭街道
将于 10 月 15 日
前完成对该地块
的消杀工作。

跟随街道办相关负责人的步
伐，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
这片地块，第一眼看到的是贴在墙
面上的温馨提示，上面写着“闲置地
块未经土地业主同意，严禁乱耕乱
种”“2021 年 9 月 21 日前请把自行
种植的农作物处理完毕”。据该负责
人介绍，这块地总面积约为1800平
方米，几乎都种满了蔬菜。“不过最
前面看到的那些菜比较杂，有辣椒、
葱等。往后面走，靠近3期9栋那边
全部种植的是红薯、豆子。”负责人
向记者说道。

“经调查，我们了解到这边大约
有9户居民在种菜。在沟通之后，他
们很快采取了行动。但考虑到蔬菜
的成熟期不同，尤其是那些成熟较
慢的农作物，我们会给足时间，还是
会等他们把菜收割了再清理土地。”
该负责人表示。

“我平时主要是种一些小青菜
和葱，种来给家里小孩吃的。了解到
这里不能私自使用后，就把一些熟
了的蔬菜摘了，很快就把场地清理
干净了。”一位正在入口处采摘蔬菜
的居民说。

接着，负责人指着立在土地附
近的提示牌补充道：“这些牌子主要
是为了防止更多人来种菜。因为来
这里耕种的不止北湖国际城的居
民，像周围小区的住户和农民工也
会来。所以在这里放置温馨提示牌，

能提醒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市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

到，空地内除了种植的蔬菜外，还有一
些装着清水的提桶。“居民其实都是拿
水来浇灌蔬菜，几乎没有用过粪水，因
为住在城市里，居民也很难找到粪水。
整体来说，这块地是没有太大异味
的。”

谈及未来的整改计划，负责人表
示：“我们后期主要是要做好督促和维
护工作。关于维护，需要和其他相关单
位，例如土地管护单位相互协商，尤其
是针对空地的规划事宜，做好后续的
工作安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然
实习记者 黄盼盼 摄影报道

倡导绿色出行！
2021年成都“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

一网通办
四川自然资源电子证照
1500余万张归集入库

环保小科普 湿地价值知多少？

锦江区工作人员对柴油车尾气排放进行检测

成都市内部分网约出租车上放置
绿色出行的宣传卡片

温馨提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