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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上午，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

新增连续4天个位数，形势逐步向好
成华区社会面传播已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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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0-14时
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最新动态

8月2日0-24时，“07·20”疫情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5例。截至8月2日24时，本起疫情累计报
告本土确诊病例12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77例。

8月3日0-14时，“07·20”疫情无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截至8月3日14时，本起疫情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12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77例。 据健康成都官微

热点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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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众志
成城

成华区分级分类调整疫情防控措施
后，针对市民关心的交通出行、商家营业
等问题，记者采访相关部门，进行答疑。

问：成华区分级分类调整疫情防控措
施后，公交能否正常运行？

成都公交集团：按照成华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最新管控要求，针对府青
路街道管控区域调整，市公交集团于8月3
日起共计恢复线路12条（全部恢复9条，部
分恢复3条），未恢复17条。

全部恢复：27路、夜间4路、K19线、49
路、18路、1120路、1020路、65路、53路；部
分恢复：1054路、42路、113路；未恢复：76
路、1010路、6路、180路、86路、7路、14路、
G53、1013路、146路、71路、71路区间、G6
路、1040路、1021路、1121路、夜间15路。

其中1054路恢复原线路行驶，恢复高
车一路、地铁李家沱站、高笋塘路口东、高
笋塘路口北、地铁驷马桥站（C口）、地铁
驷马桥站、驷马桥路中、驷马桥路东、二环
三友路口，未恢复府青路口、府青路三段；
42路府青路三段至驷马桥路路段恢复原
线行驶，恢复驷马桥路东（双向）、驷马桥
路中（双向）、地铁驷马桥站（双向）；未恢
复厂北路口（双向）、建设北路三段（双
向）、双建路南（双向）、双建路中（双向）、
双建路（双向）、八里小区（双向）、新风路
（双向）；113路绕行路线不变，恢复地铁前
锋路站（双向）、府青路一环路立交桥（双
向）、府青路二环路立交桥（双向）；未恢复
二环府青立交（双向）、桃蹊路西（双向）、
双建路（双向）、双建路中（双向）、建设北
路三段东（双向）。

后续，市公交集团将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适时调整线路运营方案，及时有序恢复
相关线路。

问：成华区内部分暂停运营服务的地
铁车站是否可以恢复运行？

成都轨道集团：7月29日起，3号线李家
沱、驷马桥，6号线前锋路，7号线驷马桥、八
里庄、府青路停运。目前站点周边仍有中高
风险区，暂未接到相关恢复的通知。

问：目前成华区餐饮场所堂食开放了吗？
成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8月2日晚，

成华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
于分级分类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通
告提示，除高中风险区、府青路街道桃源、
怡福、文德、桃蹊社区和青龙街道东林、致
强、昭青路社区以外其他区域餐饮场所可
恢复堂食，不承接宴席活动，按照不超过
餐位数50%控制就餐人数，保持餐位距离，
鼓励提供到店自取、外卖订餐，实施无接
触式配送服务；各单位食堂实行错峰就
餐、分散就餐。

问：成华区酒吧、KTV等场所是否恢
复正常营业？

成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在社会面
上，考虑到酒吧、KTV、密室逃脱、剧本杀、
影剧院、网吧、棋牌室等密闭场所，以及博
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众文体活动场
所人员聚集度较高，疫情传播风险较大，
因此将继续实施暂停营业的管控措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王
拓 闫宇恒 颜雪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
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

《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重点城市名单》，名单涵盖32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共计60个
城市上榜。四川省成都市、德阳
市、内江市成功入选。

60个重点城市有何任务？
该文件要求，围绕健全废旧物
资回收网络体系、因地制宜提
升再生资源分拣加工利用水
平、推动二手商品交易和再制
造产业发展三方面的建设重
点，结合主要目标，根据本地实
际明确提出具体建设任务和具
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具体举
措。例如，在重点任务上，要做
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拆解产
物流向监管，改善行业“散乱
污”状况；要建设多种形式的二
手商品交易渠道，鼓励建设高质
量的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项目，探
索航空器、航空发动机、工业机
器人等新领域再制造项目。

事实上，围绕三方面的建
设重点，成都已有前期基础。在
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的建设
上，成都将再生资源回收站
（点）纳入居住区公共配套设施
建设监管范围，按照服务半径
合理布局设施点位，在新建区
域按规划适度优先或同步实施
建设，老旧社区通过改造、租

赁、借用等形式合理配置建设。
原则上每个社区至少设置一个
再生资源社区回收站（点），新
建的回收站（点）建筑面积不少
于50平方米，改造的回收站
（点）建筑面积不少于15平方
米，逐步建成全域覆盖的社区
回收利用体系。

截至2021年底，成都市有
2490个社区回收站（点）、26个
再生资源市场（分拣中心）和1
个国家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
地，初步形成了以“回收市场为
平台、回收网点为支撑、现代运
输为纽带”三位一体的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体系。

在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上，
成都已构建居民投放前端、回
收运输中端和处置利用末端相
衔接的“全过程、全链条”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在二手商品交易和再制造
产业发展上，成都市鼓励“互联
网+二手”模式发展，支持线下
实体二手市场规范建设和运
营，鼓励建设集中规范的“跳蚤
市场”，并建设了集中规范的车
辆、家电、手机、家具、服装等二
手商品交易市场和交易专区。
目前，成都市二手车交易市场
有10个。彭州航空动力产业功
能区等3个产业集聚区和53个
企业是国家级机电产品再制造
试点单位。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钟茜妮

变废为宝
成都入选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坨 坨 冰 、瓶 瓶 冰 、盆 盆 冰
……尽管冰块的样式五花八门，
但每一份都表达着居民们真挚
的心意。夏日天气炎热，“大白”
们穿着严密的防护服，闷热难
受。看到这一幕，不少小区的居
民们开始自制冰块，为他们防暑
降温。成都成华区蓝光COCO时
代小区的居民也不例外，一声召
集，全体响应。网友们纷纷点赞
并表示，“这是一份温暖的冰”。

“温暖”的冰：
居民自制冰块给“大白”降温

“劳累和闷热，我们想试着用
冰块为‘大白’降温……”7月30日
晚上10点，成华区踏水桥北街99
号蓝光COCO时代小区业主群内
发出一则倡议，倡议居民们提供
一些冰块给医务工作者们防暑降
温。因为“大白”工作时间长，冰块
需求量较大，希望居民们能够多
准备点饮料瓶和保鲜袋，以便替
换，“我们积少成多，一起出力！”

倡议发出后，居民们在群里
积极响应。“我家有4个矿泉水冰
袋，还有两袋大一点的用保鲜袋
装的冰。”“两个稍微大点的盆、
两个小盆，四个大冰块，还有三

个泡沫箱。”“什么时候送下去，
说一声”……为给“大白”提供一
个更凉爽的核酸检测环境，大家
有冰的捐冰，没冰的冻冰，积极
踊跃地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住在8栋的赵先生说，很快就
有三四十户业主参与进来，有用
袋子的、有用瓶的，甚至连盆子也
用上了，“小区里浓浓的人情味让
人感动，大家互帮互助，很温暖”。

第二天，在遵守疫情防控规
定的前提下，居民们做核酸时，
顺便将冰块带下楼，统一存放在
泡沫箱中。随后，志愿者将冰块
分配到不同的核酸检测点位，为

“大白”们降温。

互帮互助：
小区有支业主组建的志愿者队伍

“这些志愿者很多都是小区
业主，在向社区报备后，业主们
积极报名加入志愿活动，我非常
感动。”小区物业楼栋管家陈女
士说，小区共有2000多户，管控期
间需要组织核酸检测等，但人手
紧缺。于是，小区除了社区、物业
等工作人员外，还有一支由业主
自发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四川省

慈善联合总会的一名志愿者，居
民张女士便有了成立志愿小组
的想法。在与社区网格员商量
后，张女士迅速组织小区业主建
立志愿者队伍。从刚开始的几个
人到现在的三四十人，志愿者队
伍不断扩大，几乎都是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确实很给力，大家一
起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

而这次征集冰块的倡议，也
是他们提出的。“天气太闷了，‘大
白’身上全都是汗……”张女士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倡议
发出后，业主们都十分积极，提供
了很多冰块。志愿者们将收集好
的冰块有序分配到各个核酸检测
点位，有的放进空调扇中，有的放
在医护工作者的脚下、背后，给他
们创造一个较凉爽的工作环境。

目前，每个楼栋有1名物业
工作人员与4名志愿者，志愿者
配合工作人员上门配送物资、核
酸检测等，小区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

“如此团结相助，有什么困难
不能克服？”陈女士认为，只要大
家齐心协力，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暖心故事

8月3日上午，成都市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成都市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市卫健委主任杨小广，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区长袁
顺明，成都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范双凤出席发布会，通报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成华区社会面传播
已得到有效控制

会上，市卫健委主任杨小广
通报：8月2日0-24时，全市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1例，新增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5例。从7月22日发现
确诊病例至8月2日24时，本起疫
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25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7例。所
有新增病例全部闭环转运至定
点医院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目前，成华区社会面传播已
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形势整体平
稳，经专家研判，3日0时起，成华
区分级分类调整疫情防控措施，
进一步落实科学精准防控，保障
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形势逐步向好，但仍有
传播风险

会上，杨小广介绍，本轮疫
情来势凶猛，但在全市人民的共
同努力下，从7月30日开始，我市
每日新增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
人数已连续4天控制在个位数，
全市风险区也陆续调低等级，疫
情形势逐步向好，但疫情传播风
险仍然存在，“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任务依然很重。

在此，他再次提醒市民朋
友：风险降级不等于防控降级。下
一步，全市将持续强化疫情防控

“四方责任”。辖区党委和政府要
落实属地责任，全面实行“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行业部门要负起
主管责任，加强本行业本领域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和监督管理；各
单位要夯实主体责任，严格做好
员工管理和健康监测。特别是广
大市民朋友，在坚持做好个人防
护的同时，积极配合测温、扫码、
行程报备等各项防疫措施，做好
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坚决
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成华区：分级分类调整
疫情防控措施

成华区政府区长袁顺明介
绍，自7月29日全面加强社会面管
控以来，在广大市民群众的积极
配合和大力支持下，成华区疫情
社会面传播得到了有效控制，疫
情形势总体平稳可控、趋稳向好。

目前，除中高风险区以及府
青路街道的桃源、怡福、文德、桃
蹊和青龙街道的致强、昭青路、
东林7个社区外，其他小区院落
有序解除封闭式管理，机关、企
事业单位恢复正常上班，各类商

场、农贸市场、餐饮等经营场所
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错峰限流的基础上，有序恢
复营业。同时，根据疾控专家研
判，上述7个社区目前仍存在一
定的疫情传播风险，经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研究决定，对这些社区
继续实施为期3天的管控措施。

在社会面上，考虑到酒吧、
KTV、密室逃脱、剧本杀、影剧
院、网吧、棋牌室等密闭场所，以
及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
众文体活动场所人员聚集度较
高，疫情传播风险较大，将继续
实施暂停营业的管控措施。

离蓉仍需持有48小时
核酸阴性报告

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范
双凤介绍，“7.15”疫情自7月15日
报告首例病例以来，已累计报告
76名本土阳性感染者，其中10人
已治愈出院。最后一名感染者为
7月25日报告，距今已经过去9
天，已超过一个最长潜伏期。

“7.15”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疫情处置工作已结束。

关联我省其他城市的“7.20”
疫情在我市始发于7月22日，截
至目前，已累计报告202名阳性
感染者。自7月30日以来新增病
例降至个位数，所有新增病例
均来自隔离管控的密切接触者
或 管 控 区 域 内 的 风 险 人 员 筛
查。可以说，此轮疫情总体上已
得到有效控制，社会面传播已
基本阻断。

目前，离蓉仍需持有48小时
核酸阴性报告，请市民朋友提前
做好准备。 据成都发布

好好““暖暖””的冰的冰！！
小区居民集体自制冰块给“大白”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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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
地铁公交多久恢复运行？

堂食开放了吗？
权威回复来了

日前，《成都市臭氧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2022年修订）》
（以下称“臭氧预案”）和成都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2年
修订）》（以下称“重污染预案”）
正式印发实施，成都为何要修订

“两个预案”？“两个预案”的主要
修订内容和亮点有哪些？又将对
市民生活企业生产产生哪些影
响？8月3日，成都市“三大战役”
办召开新闻通气会，对“两个预
案”特色亮点进行一一解读。

实行分区分级启动
或解除预警最受关注

从“两个预案”的主要修订
内容和亮点看，实行分区分级
启动或解除预警是最受关注的
一点，今后将根据全市和各区
（市）县空气质量趋势预测预报
结果，新修订的“两个预案”都
可以对全市范围或部分区（市）
县实行分区域、分级别发布预
警信息，实现分区分级精准管
控，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生产生
活的扰动。同时，两个新修订的
预案中区分了重点管理区、一般
管理区的城市化管理区域，目的
也是适应“两个预案”分区分级
启动预警的需要，提高应急预警
管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预
案”科学统筹管控措施实现最
优减排比例。按照省应急预案
刚性要求，启动臭氧或颗粒物
为主要污染源的重污染天气黄
色、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减排
量均要分别达到全社会总排放
量的10%、20%和30%以上。

“两个预案”明确，将优化
车辆特别是货运车辆限行时
间、限行区域、限制排放阶段，
针对性加强移动源管控，同时
细化施工工地不同预警级别下
的管控作业工序类型，并加强
生活面源污染管控，对纳入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
企业，进一步优化“一厂一策”
差异化减排方案。

启动预警指令后4小时内
发布启动临时交通管控措施

“成都市‘三大战役’办发
布启动预警指令后，交警部门
将在4小时内，紧急启动的情况
下2小时内，通过多种渠道向全
市发布启动重污染预警临时交
通管控措施的信息，采取多种
措施加强道路通行秩序管理。”
据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臭氧重污染天
气预警期间，根据不同预警级
别，交警部门对重点管理区、一
般管理区的城市化管理区域、
全市范围内的道路，针对运渣
车、水泥罐车、砂浆运输车、沥
青运输车、砂石车等工程运输
车辆，采取不同范围、不同时段
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具体为
每日21：00至次日7：00禁止运
渣车、水泥罐车、砂浆运输车通
行，全天24小时禁止沥青运输
车通行，每日20：00至次日8：00
禁止砂石运输车通行。其中，黄

色预警的限行范围是重点管理
区，橙色预警的限行范围是重
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的城市
化管理区域，红色预警的限行
范围是全市范围。预警期间，新
能源车辆、国Ⅵ（含）以上排放
标准车辆可以正常运输。

同时，在重污染天气预警
期间，交警部门将根据预警级
别，在黄色、橙色预警期间将机
动车尾号限行时间从工作日的
8：00~20：00调整为6：00~22：
00，限行范围是绕城（不含）以
内区域，限行的排放阶段为国
三（黄色预警时不含，橙色预警
时含）以下的汽油车和国三（黄
色、橙色预警时都含）以下的柴
油车禁止通行；红色预警期间将
在绕城（不含）以内区域实行3：
00至24：00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
行，同时禁止国三及以下的汽油
车和柴油车通行，以减少机动车
尾气排放对大气环境造成的影
响，改善全市空气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对运渣车、
水泥罐车、砂浆运输车、沥青运
输车、砂石车、水泥运输车等运
输车辆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较夏季臭氧预警期间更为严
格，黄色预警期间，在重点管理
区和一般管理区的城市化管理
区域内，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
橙色、红色预警期间，在全市范
围内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

7~8月臭氧污染形势严峻
各项应急减排管控有何变化？

今年以来，受阶段性极端
高温强辐射天气影响，全省及
成都市7~8月臭氧污染形势均
非常严峻。据成都市经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两个预案”明
确，预警期间，对列入限（停）产、
轮产减排名单的涉及大气污染
物排放的工业企业要严格按照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一厂一
策”方案（包括轮产减排方案）执
行限（停）产、轮产减排措施。同
时，列入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
的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设备
（生产线）全部停用（停产）。

臭氧预案中还明确，臭氧
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将实施
应急减排措施，禁止每日8：00
至18：00油罐车装卸汽油作业
（绿色标杆加油站除外）。从减
排管控区域看，臭氧黄色预警
时为重点管理区内，臭氧橙色
预警时为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
理区的城市化管理区域，臭氧
红色预警时为全市范围内。

“按照‘两个预案’，我们制
定住建领域应急预案，重点从
应急管控期间土石方作业、涉
及挥发性有机物的施工作业、
移动源管理等方面对建设工地
明确工作要求。”成都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重污染或
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
间，各建设工地按照预案响应
等级的减排措施，严格落实禁
止易产生扬尘、烟（粉）尘的建
材露天堆放和加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改善空气质量，成都新修订两个“天气预案”

启动预警指令后4小时内
发布启动临时交通管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