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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今日零时 成都启动重污染橙色预警
未来三天成都天气静稳无风 污染物或将持续累积

2016年12月19日
星期一

据宜宾学院某专业大二学生
小飞（化名）介绍，前不久，文新学
院教申论的郭五林老师在群里发
布了一则申论考试安排，让学生
们炸了锅——考试安排中称，凡
是购买了郭五林编撰的《申论三
级飞跃法》（30元/本）的同学，均可
获得5-20分不等的平时成绩加

分。有学生对此提出质疑：“如果
我们没买，就意味着比别的同学
少最多20分……这显然不公平。”

学生们的申论期末考试考题
总共只有三道，内容均围绕郭老师
编撰的《申论三级飞跃法》展开：一
是请为《申论三级飞跃法》拟写一
则200字的介绍；二是拟写一份销

售《申论三级飞跃法》的方案；三、如
果你是一个新公务员，就如何指导考
生学习《申论三级飞跃法》，写一篇
1000字左右的议论文。在考题的最
后写着：“凡购买了该教材的同学，
加平时成绩5分……凡销售该教材
的，每销售一本加平时成绩5分。买
书、售书加平时成绩最高20分。”

此轮区域性大范围雾霾
受污染物排放总量巨大
和不利污染物扩散气象条件
双重影响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区域
性空气污染，污染覆盖了京津冀
地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以及
成渝地区。此轮全国性大规模雾
霾天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国家环
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
重点实验室主任冯银厂解释说，

“总体上讲，目前我国的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现状会产生巨大的
污染物排放总量。只要污染物排
放量足够大，那么，一旦遇到不利
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就会
产生雾霾天气。而最近，不利扩散
的气象条件反复出现，因此也导
致了此轮全国性区域性污染的规
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

那造成成都此轮污染的原因
是什么呢？冯银厂进一步介绍：从
客观来看，成都地区以及四川盆
地是我国雾、霾天气发生的主要
区域，这是由特殊的地理、地形和
气象条件造成的。成都地处四川
盆地腹心区域，风速小、云雾多、
湿度大，特别是秋冬季节降雨大
幅减少，近地面逆温频率上升，空
气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也是容易
诱发雾霾天气的。

最后他呼吁，环保是我们每
个人共同的责任，大家都要参与
进来，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环保战
线，为实现天蓝做出应有的贡献。

成都日报记者 缪梦羽 文豪

华邦制药·明欣产业基地
项目昨日举行动工仪式

成都商报讯（记者 袁勇）昨
日，成都医学城重大项目华邦制
药·明欣产业基地项目动工仪式
在成都市温江区举行。

华邦集团董事长张松山表
示，华邦集团对成都市委、市政府
创新驱动战略和工业强基的举措
感受深刻，与企业“科学立业”的
理念不谋而合。华邦集团将以5年
为期，将华邦制药·明欣产业基地
建设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之一。

温江区主要负责人表示，该
项目将对温江区成都医学城推动

“三医融合”打造千亿医学城起到
积极的支撑和示范带动作用，温
江区将进一步加强政企交流合
作，畅通项目建设无障碍“绿色通
道”，促进项目尽快建成投产。据
悉，华邦制药·明欣产业基地项目
总投资7.5亿元，项目总占地面积
70.53亩，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5
亿元，利税1.35亿元，提供就业岗
位500余个。下一步，明欣药业将
着眼于未来，新厂建设定位于通
过美国FDA认证，在更广阔的国
际舞台服务于人类医药事业。

据统计，今年以来，温江区主
动融入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1-11月，温江区213家规上工业企
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26.6亿元，实
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2%，完成
工业投资56.5亿元，技改投资45.07
亿元，13个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总投
资7.75亿元，将圆满完成成都市下
达的各项工业强基目标任务。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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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6346期排列

3直选中奖号码：100，全国中奖注数
12385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
奖号码：10039，全国中奖注数51注，
单注奖金10万元。●电脑型中国体
育彩票7星彩16149期开奖结果：
0061755，一等奖0注，每注奖额0元。
二等奖11注，每注奖额33106元。
33428272.3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346期开奖结果：

029，单选763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2519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16148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0、01、26、
11、30、02，蓝色球号码：14。一等奖
10注，单注奖金7088635元，二等奖
158注，单注奖金165240元。下期一
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06089976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买老师编的书 期末考试可加20分
当事老师回应已取消该决定，学校称将展开调查

17日晚，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知，决定将
成都市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三级）
升级为橙色预警（二级），从19日零
时起执行。昨日，市环保局进行了紧
急会商，通过结合未来三天气象条
件以及空气污染数值模式预报情况
判断，成都将以静稳天气为主，污染
物可能持续累积。

与此同时，成都市各区县及各
有关部门也为应对重污染天气，开
展各项应对措施。

气象预报
未来几天污染物或持续累积

会商结果显示，19日至20日白
天，成都及盆地无明显冷空气影响，
主要以静稳天气为主，空气污染扩
散条件差，空气质量等级为中度至
重度污染，个别时段局部区域可能
达到严重污染。21日预计空气质量
等级为轻度至中度污染，上午受冷
空气来前挤压影响个别时段局部区
域可能达到严重污染，下午至夜间
受弱冷空气影响污染扩散条件有所
好转，空气质量转至轻度污染，首要
污染物均为PM2.5。

“总的来说，19号到21号，成都
的空气质量可能是一个持续污染的
过程。”参与会商的成都市环科院高
级工程师谭钦文介绍：“近期没风、
大雾的气象条件造成成都的污染物
持续累积。”

部门措施
增开公交地铁 计划人工增雨

记者了解到，针对成都市发出的
重污染天气预警，市各级有关部门也
加大力度采取有关措施应对。

市经信委组织全市经信系统强
化对水泥、钢铁、化工等69户重点行业
企业的环保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减产
30%。此外，纳入今年淘汰落后产能任
务51户企业均停产或拆除。西岭水泥、
建丰林业等企业均已停产。

市公安局17日至18日共出动警
力1150余人次，对未密闭运输、抛洒、
违规倾倒的建筑垃圾车辆、砂石车以
及各类重型货车进行查处。18日查处
各类相关交通违法294件。

市环保局每天派出3个执法组、3
个督查组，对全市市控以上重点企业
开展执法检查。17日15时至18日12
时，检查涉气企业154家，提出限产要
求12家，提出停产要求6家。

市林园局出动水车34辆，对中
心城区市管主干道路进行冲洗。

市气象局18日继续与环保部门
开展会商联动；人影办计划于20日
晚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市交委启动应急预案，237条重

点公交线路班次增加11%。成都地
铁公司也对1、2、3、4号线列车运行
图进行了调整，线网图定开行列车
较调整前增开列车685列。

市民支持
低碳出行 从我做起

最近一段时间，市民王纯上下
班没有开过车，走的都是地铁加公
交的混合路线。他原来出行都是开
车，但自从成都12月份第一次启动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后，他尝试了
一次公共交通出行，竟发现比开车
上班还要快10多分钟，“并且非常方
便”。他马上办卡，充了300元，打算
长时间使用这种出行方式。

王纯告诉记者，空气质量的
下降让他意识到，每个人都对环
境负有一定责任。有关部门采取
有力措施的同时，市民也要积极
配合，从我做起，“因为家园是我
们共有的”。

重度污染下
政府、企业、公民
都不能缺位

在全国遭遇今冬以来最大
范围雾霾的背景下，今日凌晨，
成都正式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
预警（二级）。气象监测说，18日上
午，霾天气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已
达到142万平方公里。而在成都，
一直到27日，可能都将持续中度
到重度污染。

对城市而言，橙色预警意
味着更加严峻的挑战。挑战在
于，一方面，如何尽可能在污染
物排放总量巨大、成都气象条
件又极度不利的情况下尽量减
小污染；另一方面，又如何尽可
能少牺牲市民、企业的利益，将
应急措施对市民生活的影响降
至最低。

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我
们的环保、建设、城管部门，自
当更好地担起责任、积极作为，
坚决杜绝违法排放、将应急措
施执行到位；我们的教育部门，
自当守护好孩子，科学务实地
应对恶劣天气，停止体育课，尽
可能做好防护措施。

对公众和企业而言，橙色预
警则意味着不得不牺牲部分自我
利益。比如，车辆限行的范围扩大
了，高峰期挤公交地铁的人更多
了，学校上不了体育课了，工地不
能正常运作了，企业则可能不得不
面临强制减产停产。

不便是必然，不满也能理
解。但也要意识到，这种“牺
牲”，同样也是作为城市公民不
可推卸的责任。且不说雾霾本
身是1500万人口共同活动的产
物，少开一天车，也是为我们自
己的呼吸负责、对我们的孩子
负责。

应对雾霾，政府、企业、公
民，少了任何一方的参与和行
动都无法成功。毕竟，这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严丹
摄影记者 王勤 实习生 廖阔

眼看期末考试时间将至，宜宾学院部分选修了申论课的同学陷入纠结
之中。主讲申论的老师郭五林前不久在群里发布通知，称凡购买其编写的申
论教材的同学，每买一本书期末考试时加平时成绩5分，每人最多可以加20
分，也就是买4本书。此举引发部分学生质疑和不满。

12月18日，郭五林回应记者称，目前该加分决定已取消。宜宾学院官方
表态已展开调查。

/ 学生不满 /
一本30元本来不贵，但是每个人买4本干什么？大家

都是希望加分的学生，因而这看似30元的申论教材，实
际变成了120元。

/ 老师回应 /
目前已取消加分安排。事前曾征求课代表意见，怀

疑发帖的人是相关培训机构的，不是学生。

多位宜宾学院老师向成都商
报记者证实，郭五林是宜宾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年轻教授，是
研究申论多年的专家，在公务员
考试辅导业界很有名气。

在宜宾学院学生提供的群聊
天截图中，成都商报记者看到，郭
五林在群对话时曾称：“现在已买
了书的都加分，复印的不加分。借
别人的写自己的名字的不加分。”

对于学生们的争议，郭五林

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应此事时说，
目前已经取消加分决定。“（出台
加分决定）事前，我征求过五个科
代表意见，（觉得）可行。但老师布
置作业，230个学生中，有几个学生
不愿做，有些又很积极。”郭五林补
充告诉记者，“我怀疑发帖的人是
相关培训机构的，不是学生。”

事发后，郭五林在学生交流
群里发布感言并以此回应记者：

“经过这件事，我再次深刻地感受

到：教书是一场盛大的暗恋，你费
尽心思去爱一群人，最后却只感
动了自己。真是学生虐我千百遍，
我待学生如初恋。转眼间又快期
末了，曾经怕自己一个人考不好，
现在怕一群人考不好。各位同学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
依’；你若‘自我放弃’，我也‘无能
为力’。”郭五林最后说：老师只是
个经不起现实折磨的、很久以前
的传说。

有学生向记者表示，目前全宜
宾学院修选郭五林申论的共有230
人，以每4本书120元计算，销售总
额为27600元。“一本书30元本来不
贵，但是每个人买4本干什么？”学
生们告诉记者：大家都是希望加分
的学生。因此，这看似30元的申论
教材，实际变成了120元。

有课代表向成都商报记者证
实，选修郭五林的申论者确有230
人，但有的买了书，有的没有买。

“这个决定怎么出台的不知道，就
是郭教授自己在群里通知的。”但
该课代表认为，郭五林并没有强
制要求学生买这本教材，买不买
完全自愿，也不会影响成绩。

宜宾学院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
者，上周五接到相关线索反映后，立
即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校领导安
排文新学院进行调查，并与郭五林
本人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严肃
批评，并要求其立即纠正。

宜宾学院宣传部负责人表
示，售书加分行为是郭五林在宜
宾学院及文新学院完全不知情的
情况下的个人行为。宜宾学院将
就此展开进一步调查，再根据调
查结论作出下一步处理意见。也
有学生向记者表示，上周取消加
分安排后，郭五林在群里向学生
表达了歉意。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宜宾新
闻热线 13550702929

今日零时，成都市重污染天气
橙色预警正式启动，成都以多项措
施多部门联动迎战重污染天气。昨
日，记者还了解到，许多拥有先进污
染治理设施、废气排放量低于国家
标准的成都企业，也纷纷在近期主
动减产甚至停产，以此承担起企业
责任，为成都空气质量的好转贡献
力量，为其他企业做出表率。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一千亩的厂区，当前还在进行生

产的，只剩其中一个车间。走进该
车间，一个巨大的滚筒状的设备
闪着灯光提示着正在作业。该企
业安全环保部部长李张虎告诉记
者，这正是车间的废气处理装置，
废气焚烧炉。

虽然有着较先进的环保装置，
但成都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后，该企
业还是选择了大量减产。作为卡车整
车生产的企业，大运汽车在12月10日
就开始减产，“烧柴油、烧天然气的车

子，我们这段时间都停产了”，李张虎
介绍，当前车间只生产新能源汽车，
并且只生产车头，没有进行底盘生
产，相当于整体减产70%。

当然，减产后，“成本高、效率
低”，加上年底还有一些订单未交
货，“损失肯定是有的，但环境损失
比起企业损失更加严重”。李张虎
表示，大型企业更该在这样的时刻
做出表率，为家园的环境保护负起
责任。

学生质疑“如果不买就比别的同学少最多20分”

老师回应“你若自我放弃，我也无能为力”

学校表态 是个人行为，将展开调查

汽车企业主动减产：“环境损失比企业损失更严重”企业典型

新闻评论

首都航空欧洲航线
新增成都站点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首都航
空）杭州—成都—马德里洲际客运航
线回程航班，17日满载旅客从马德里
准时起飞，这是首都航空在欧洲的唯
一一条定期运营航线新增通航城市成
都后回程航班首次起航。

据首都航空总经理陈肖艺介绍，
该航线使用机型为A330，每周两个航
班。每周一和周五从杭州出发，返程时
间是周二和周六。

陈肖艺说，这条航线的开通是为
了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
的不断扩大和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需
求。她说，目前中国已成为出境游客源
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6年上半
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已达5903万
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4.3%。而成都也
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于2010年
由海航集团和北京首旅集团共同出资
成立，注册地和主要基地位于北京，目
前拥有空中客车系列飞机70余架，是
中国最年轻和最大的空客机队之一。

（新华社）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减少70%的生产量，为其他企业作出表率

郭老师发布的加分通知

机动车尾号限行区域将扩大
至绕城高速内（即：原来不受限行
的二环路以内所有道路和三环路
以外、绕城高速（不含）以内的道
路都属于限行范围）

今日尾号1和6的机动车
绕城高速内限行

今日
多云 7.9℃-14.2℃
北风1～2级
24℃-30℃ 偏南风1-3级
明日
多云 8℃-14.2℃
北风1-2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