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政府获悉，
为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及
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从而最大限度降
低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保障群众身体
健康，《四川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6
年修订）》（简称《预案》）目前已正式出台。

据了解，新修订的《预案》按重污染
天气的发展趋势和严重性，将预警等级划
分为区域IV级、Ⅲ级、Ⅱ级、I级预警，I级为
最高级别。预警颜色对应为蓝色、黄色、橙
色、红色。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级别也对
应划分为区域IV级、Ⅲ级、Ⅱ级、I级响应，
同样I级为最高级别。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修订的《预
案》将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级别划分得
更加详细。预警级别从之前的黄色、橙
色、红色三个等级修订为蓝色、黄色、
橙色、红色四个等级。

当AQI（空气质量指数）日均值>
200将持续1天时，启动蓝色预警；当
AQI日均值>200将持续2天以上时，启
动黄色预警；当AQI日均值>200将持
续3天、且出现AQI日均值>300将持续
1天时，启动橙色预警；当预测城市
AQI日均值>200将持续4天以上、且
AQI日均值>300将持续2天以及以上
或预测AQI日均值达到500并将持续1
天及以上时，启动红色预警。

同时，重污染天气区域预警也同
样依次对应分为蓝、黄、橙、红四级。

原则上预警信息应提前1天（24小
时）发布，信息包括重污染天气可能出
现的时间、范围、污染程度、主要污染
物、预警级别以及气象条件等。

新修订的《预案》在对重污染天气
的监测和预警进行了细致分类的同
时，对应的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级别也依次更改为区域IV级、Ⅲ级、
Ⅱ级、I级响应四个级别。更值得注意
的是，《预案》对于健康防护、倡议性污
染减排、强制性污染减排等方面的响
应措施进行了具体明确。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尹沁彤

2016年1月1日，成都正式施行
“全面二孩”政策，当天凌晨2点23分
降生的小葡萄（化名）（上图），成为
政策实施以来成都首个二孩宝宝。

一年过去，曾经嗷嗷待哺的小
葡萄已经1周岁了。对于母亲白兰玲
来说，成都这座城市如此之大，容纳
了自己从降生到长大、从结婚到生
娃，见证了一个又一个人生中幸福
的重要时刻，“这座慢节奏的城市，
我爱它。”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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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发布霾橙色预警
成都6日空气好转或变优

1月9日～13日，连续一周，我
们将带你从轰动春晚舞台的机器
人舞蹈到大疆无人机高空体验，从
腾讯最尖端的黑科技到阿里最新
潮的创业项目，从传统文化与现代
美学完美融合的明堂文创到让人
肾上腺素飙升的梦竞电竞游戏。

在这里，VR、人工智能、电子
手游、全自动植物生长机，囊括你
能想到的黑科技；腾讯成都分公
司、阿里巴巴创新中心成都基地、
西南无人机飞行服务中心，成都业
内顶级互联网大佬齐聚；高空、极
速、360度感官刺激，科技强大，超
出想象。

此外 ，为使市民深入感受成

都互联网文化企业氛围，1月13日
～15日，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
主办的“直通梦工厂 科技共分
享”成都市互联网文化企业嘉年
华活动也将在东郊记忆隆重登
场！届时以阿里云、驻云科技、摩
拜等为代表的近40家互联网企业
将携他们的科技产品现场展示，
为市民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互联
网知识与感官盛宴。

【活动报名信息】

活动名称：“直通梦工厂 科技
共分享”成都市互联网文化企业嘉
年华暨市民体验行

指导单位：成都市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主办单位：成都市互联网文化

协会
报名方式一：登录成都商报客

户端“‘直通梦工厂 科技共分享’
成都市互联网文化企业嘉年华暨
市民体验行”专题页面参与报名。

报名方式二：扫描左侧二维
码，进入报名页面。

咨询电话：028-86511409
五大精彩线下游路线：

●1月9日“互联网帝国带你
飞”：腾讯大厦-云晖航科-成都微
田园

●1月10日“空中历险记”：

大疆无人机-机器人跳舞-“我是
谁”VR体验

●1月11日“新时代的文艺
范儿”：阿里巴巴创新中心成都基
地-环球中心-明堂青年文化创意
中心

●1月12日“虚拟仙踪发现之
旅”：梦竞电竞专业电竞游戏体验

●1月13日“西部梦想家”：
郫都区菁蓉镇-运达科技-丹丹调
味-西南无人机飞行服务中心

成都互联网文化企业嘉年华：
1月13日～15日，超过40家成

都互联网文化企业将“扎堆”东郊
记忆成都大舞台，在这里为市民集
中揭晓成都互联网企业文化奥秘！

我爱
成都

成
都

今日
尾号
限行4 9
今日 多云 7℃-14.2℃

南风1-2级
明日 阴 7.5℃-12.7℃

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7004期排列3直选
中奖号码：616，全国中

奖注数8888注，单注奖金1040元；
排列5中奖号码：61660，全国中奖
注数30注，单注奖金10万元。●中
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02
期开奖结果：前区 07 12 14 31
34，后区09 11，一等奖1注，每注奖
金10000000元，追加0注；单注奖金
0元。二等奖112注，每注奖金94533
元，追加14注，单注奖金56719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 "3D" 第
2017004 期 开 奖 结

果：317，单选 576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
元，组选6，1348注，单注奖金173
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七乐彩"第2017002期开奖
结果：基本号码：23、07、19、22、20、
03、16，特别号码：27。一等奖0注，
单注奖金0元。二等奖10注，单注
奖 金 25505 元 。奖 池 累 计 金 额
3309297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点赞治霾一线工作者
一段短视频登顶微博榜首

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丹）“让我
们用心为在雾霾天气里坚守岗位的#
城市最美守护者#点赞”，近日，一条
短短40秒的视频在网上走红，截至4
日，总点击量已突破250余万次。这是
共青团成都市委制作的《用心·为城
市最美守护者点赞》的宣传视频。

这些城市一线工作者，在雾霾天
气里守护着这座城市。团市委还发起#
城市最美守护者#随手拍活动，让青年
网友拍下身边守护者的身影，共收到
照片1000余张，话题阅读量已高达
1395.7万，登顶政务微博全国榜榜首。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省交通运输
厅高管局获悉，为使雾天行车安全得
到更好保障，绕城高速、雅西高速、成
南高速、成乐高速等10条高速公路试
点安装了雾天行车防撞预警系统，今
年还将在全省高速大规模推广运用。

系统开发企业负责人高清华告诉
记者，每隔25米就安装一个灯柱，高度
约60厘米。如果道路能见度低于300米，
前方有车行驶，警示灯便会自行启动，
从黄色到红色，提示后车保持车距。

驾驶员王杰介绍，从2008年起他
就跑雅西高速一线，能见度低的时候，只
能借助高速路两旁的反光板判断路况，
新系统的安装对安全行车帮助很大。

据了解，四川此次引入雾天行车
防撞预警系统，在全国也属首创。该系
统利用设置在公路两侧的主动发光设
施，为途经车辆提供安全引导，是对传
统雾灯智能化的一次有效提升。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昨日下午，中央气象台针对全国
多个区域发布了霾橙色预警。通报
称，预计4日20时至5日20时，北京、天
津、河北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
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关中、江西中
北部、湖南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
有中度霾，其中，北京中南部、天津、
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陕
西关中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度霾。

受静稳不利污染气象条件影
响，从去年12月29日开始出现的区
域性污染过程让四川多地陷入“霾
伏”，达州等城市昨日出现严重污
染。未来24小时，四川大部分地区仍
将继续受静稳不利污染气象条件影
响，成都污染扩散条件也较差。但从
1月6日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由北
向南开始逐步驱走雾霾，受此影响，
成都空气质量或将在6日转为轻度

污染，7日迎来优良天。

未来24小时污染扩散条件差
6日起空气质量改善

来自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的监
测数据显示，2017年1月3日，全省21
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PM2.5日平
均浓度为118.7μg/m3，较前一日升
高11.4%。截至1月4日16时，达州出
现严重污染，泸州、德阳、绵阳、乐
山、眉山、宜宾、雅安为重度污染，自
贡、内江、南充、资阳为中度污染。

在这一轮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的雾霾中，成都也未能幸免。坏消息
是，未来24小时，我省盆地大部仍将
继续受静稳不利污染气象条件影
响。就成都而言，未来几日成都地区
主导风向为偏北风，1月5日风速较
小，早晨有逆温存在的可能，污染扩

散条件较差。但好消息也随之而来，
1月6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全省环
境空气质量将由北向南开始逐步改
善。专家预测，受冷空气影响，成都在
6日下午起风速开始增大，7日凌晨伴
有降水可能，7日~8日相对湿度略有
降低，扩散条件较好。预计5日为重度
污染，6日为轻度污染，7日为优。

战霾成都
221家企业已停产121家限产

记者昨日从成都市大气办获
悉，1月2日零时启动重污染天气三
级应急预警后，成都各区（市）县和
市级有关部门认真落实《成都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全面执行各项
应急工作措施。1月3日17时至4日17
时，全市停止土石方作业工地364
个，裸土覆盖约84万平方米，道路硬

化约60万平方米，道路洒水除尘约
17581万平方米，企业限产121家，企
业停产221家，锅炉停用288台，取缔
露天烧烤摊点298个，查处露天焚烧
121起，查处违规工地25处，查处违
规运渣车186台，抽查锅炉44台，检
查工业企业710家。

“市环保局出动执法人员495人
次，检查涉气企业194家。”据市大气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检查发现存
在环境问题数2个，现场督促企业已
完成整改个数2个。针对对雾霾贡献
较大的机动车，市机动车中心昨日
也对成都市已投入运行的33个环保
检测站点重柴货车进行了视频监控
和检测数据监控，环保定期检测重
型柴油货车70辆，合格率90%，对发
现的问题要求限期整改。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
成都首个二孩宝宝1周岁了

二孩妈妈：
这座慢节奏的城市
我爱它

四川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
分为四级
新增蓝色预警

同步播报
四川10条高速试点
雾天防撞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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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互联网大BOSS
给你发来一封邀请函
请火速打开

有这样一座城
市，古老与活力在
这里共存，科技与
历史在这里交汇。
从三国蜀都到当代
都市，从“休闲之都”

“美食之城”到“创业
之城 圆梦之都”，成
都，这座现代化的
大都市，正加速朝

着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阔步前
进、驰骋不停。

在这日新月异的“互联
网+”时代，在这建设西部科技
中心、文创中心的创新时代，互
联网文化让“我爱成都”更有十
足的理由！助力互联网行业发
展，共享城市科技创新成果。由
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主办的

“‘直通梦工厂 科技共分享’成
都市互联网文化企业市民体验
行”活动线上报名今日正式开
始！即日起至1月13日，参与活
动报名，即有机会加入“市民体
验行”深入成都最顶级的互联
网企业，线下大巴带你深入成
都最神秘的互联网企业，感受
最前沿的科技，体味高科技产
品之下隐藏的创新文化，追赶
时代的潮流！

有爱说出来有爱说出来
成都商报2017“我爱成都”大型真情直播

市民体验行第一站 腾讯成都大厦

1 月 4 日 18 时，新年第二个工
作日。打开全国 AQI（空气质量指
数）实况地图，京津冀，以及陕西、
山西、山东、湖南和江西等地区红
得发紫，这表示这些地区正在遭受
着严重的雾霾袭击，成都也不例
外。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天气里，本
应窝在家里的网友“丹丹”兴致勃
勃地去赴一场特殊的约会——与
其他 22 名网友、市民代表和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与成都市环保局局
长面对面地座谈，聊聊这久久不散
的雾霾到底是谁惹的祸？怎样才能
驱走雾霾？

目标一致
环保局长开诚布公敞开聊雾霾

在成都，提起雾霾，中国石油
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绕
不过的“坎”。那个冒着白烟的大
烟囱到底是不是污染源？在石化
厂 区 的 监 测 数 据 到 底 有 没 有 造
假？面对这些网络上的争论焦点，
就连刚上任 4 个月的成都市环保

局局长王锋君也坦言：刚来第一眼
看上去吓一跳，这个企业污染怎么
这么厉害？！

其实，在前往座谈地点前，丹
丹和22位网友、市民代表以及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一起去中国石油四
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实地进
行了探访。选择在空气质量最差的
一天前往网传的“排污”大户实地探
访，意味深长。

昨晚20时，成都市环保局大气
污染防治网友和市民代表座谈会在
成都环境监测中心站的重污染天气
应急调度平台开始，这个选址是经
过一番考究的，“因为这里能让网友
更直观地了解雾霾从哪里来？我们
环保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

网友、市民代表以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
人围坐在一张会议桌前，没有主持
人，成都市环保局局长王锋君一开
场就“掏心窝子”：“我刚刚上任环保
局长4个月，雾霾把我整得够呛，最
近我的睡眠很不好，确实环境问题
让每个人都很关注。”虽然很多人给

他打气，但王锋君依旧感觉责任的
重大，尤其是深入了解环保工作、消
除以前的误解以后，“既然大家的目
标是一样，就是改善环境，为什么不
能坐下来敞开地聊聊呢？今天，没有
什么不能说的！”

现场答疑
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可靠是环保工作的底线

在座谈会开始前，丹丹发了条
朋友圈：我要和环保局长聊雾霾！楼
下的小伙伴们立即盖起了楼，甚至
有一位朋友发来一张图片：一边是
环保局官网公布的 AQI 数据：345，
另一边是朋友手持简易检测仪的监
测数据：500。朋友问：你能问下环保
局长，怎么看这个数据？！

丹丹没有辜负朋友的期望，
立即在现场抛出了这个问题：环保
局公布的数据可信吗？王锋君毫不
回避这个问题，“监测点位的选择
并不是想放那里就放那里，就这种
天气，把监测点位放在公园里也没
用！”他甚至形象的用屋子来打比

方，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都不能独
善其身。再比如，中国石油四川石
化有限责任公司的监测点位，并不
是仅有一个，除了旁边的监测站，
在其下风向 3 公里处也建有一个
监测站，两个点位的监测数据一起
来评价，“你可以打开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
发布平台来查询，那个数据不是当
地政府能够左右的。保证监测数据
真实可靠是环保工作的底线，绝对
不能碰，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监
测数据质量，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网友建议
有奖征集治霾金点子

“G20 蓝能不能保持？PM2.5、
PM10 源解析报告能不能向公众公
开？成都的城市容量有限，未来城市
发展往哪里走……”一家NGO组织
负责人胡敏一连串抛出了 5 个问
题，让环保局在场的相关负责人应
接不暇，类似的提问在座谈会现场
此起彼伏。

而更多的是一个个对于改善环
境的建议。市人大农业委员会委员
余帅平常没少关注环境，他现场提
出洒水降尘到底对雾霾有没有作
用？这一提议让现场不少市民精神
为之一振。“本来尘土并不会掉下
来，你一洒水，变成泥，太阳一晒它
就会产生更多的扬尘。”余帅说，希
望相关部门能够研究出一些切实可
行的措施来。同时，他还建议发挥市
民的想象力，有奖征集治霾金点子，
对市民提供的行之有效的治霾方法
可以进行奖励。

在现场，还有网友提出，要让
环保工作走下“专业”的高台，更接
地气，普及环保知识，让每个人践
行环保。

王锋君一边倾听，一边将每一
项质疑和建议都详细记录。由于时
间关系，座谈会不得不喊停，但王锋
君承诺网友，这并不是唯一一次，也
不会是最后一次的交流，对于网友
们的问题和建议，成都市环保局将
会一一回复。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 成都雾霾怎么治成都雾霾怎么治？？// 听成都环保局长与网友座谈寻“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