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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产生生活污水我们每天都要产生生活污水，，但你是否知道但你是否知道：：城市每天产城市每天产
生的生活污水去了哪生的生活污水去了哪？？污水要经过哪些环节处理才能排到河里污水要经过哪些环节处理才能排到河里？？处理后的污处理后的污
水能再次利用吗水能再次利用吗？？

本周五本周五（（77月月77日日），），由成都市环保局联合成都商报推出的由成都市环保局联合成都商报推出的““三治一增三治一增、、共共
治共享治共享””市民观察团第二场将走进成都市第九污水处理厂市民观察团第二场将走进成都市第九污水处理厂，，听取专业技术人听取专业技术人
员讲解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员讲解污水处理工艺流程，，探访污水处理方法探访污水处理方法，，见证污水如何从浑浊不堪变见证污水如何从浑浊不堪变
得清澈见底得清澈见底，，零距离感受零距离感受““化腐朽为神奇化腐朽为神奇””的污水处理技术的污水处理技术。。

友情提醒友情提醒，，报名为即日起至报名为即日起至77月月66日哦日哦！！

在 纪
念 建 党 96
周年之际，

“践行新发
展理念 建
设 国 家 中
心城市”群
众 知 识 竞
赛 7 月 1 日

上午走进天府新区，在兴隆湖畔的
天府新区规划展示厅举办第三场
宣传活动，来自天府新区的500余
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代表重温了入
党誓词并在建设天府新区倡议书上
签名，为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示范区建功立业。现场回顾
了群众知识竞赛活动开展三周以来
的情况，为上一期有奖竞答的获奖
代表颁发了奖品，并抽取了本期知
识竞赛的一、二、三等奖。

6月29日，“践行新发展理念 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群众知识竞赛活
动组委会在市总工会召开了“践行
新发展理念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群
众知识竞赛——电视擂台赛初赛工
作布置会。

“践行新发展理念 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群众知识竞赛活动包括网
络竞答和电视擂台赛两个部分，电
视擂台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
阶段。初赛由市直机关工委、团市
委、市妇联、各区（市）县和各产业工
会组织开展，在7月20日至8月10日
举行，产生40支队伍，参加由成都电
视台组织的复赛和决赛，决赛将于9
月上旬举行。

截至7月3日，市总工会官方微
信“成都职工”总关注人数有253838
人，总注册人数251621人，总答题人
次310199人次，总参与答题人数
205950人。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4日下午3点，在二环路高笋塘路
口，天下着瓢泼大雨，一辆右转准备
进入二环路的黑色轿车在斑马线前
停住，在原地等待行人通行。这一幕
被现场文明劝导员江喃看到后，上前
给司机的车尾贴上“点赞”车贴。

今天你让了吗？机动车礼让行
人，看起来是小事，却能体现一个现
代城市的文明程度。连日来，成都交
警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车让人”
专项整治行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
的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驾驶
员都养成了主动让行的习惯，“慢一
秒，大家更安全。”

4日，成都交警继续开展“车让
人”专项整治行动，交警谭乔来到执
法现场，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文明
劝导和交通安全教育；同时，“名老
外”江喃也主动参与其中，作为志愿
者给礼让行人的驾驶员贴上了“点
赞”车贴，并呼吁市民遵守交通法
规，礼让行人。

此外，成都交警还曝光了第九
批54起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违法行
为，违法司机都将面临罚款50元记3
分的处罚。

现场劝导：
司机礼让行人 为你点赞

下午3点，交警二分局民警在二
环路高笋塘路口开展整治行动，突
然乌云密布，下起大雨，道路上的行
人也加快脚步，纷纷避雨。

下午3点15分，一辆川A271L1
的黑色轿车从驷马桥方向右转进入
二环路，行驶到路口斑马线时，车子
停住，在原地等待，让行人通过。记
者注意到，尽管斑马线信号灯已变
为红灯，仍有个别市民还未通过，该
车依然让行。

“对于这种在斑马线前让行了
的驾驶员，我们要鼓励。”交警谭乔
来到执法现场，对机动车驾驶员进
行劝导和教育。当黑色轿车被民警
拦下时，车主有些不知所措，“我违
法了吗？”谭警官走到驾驶室旁，向
驾驶员唐先生解释：“你刚才在斑马

线上礼让行人的行为，给广大驾驶
员做了表率，值得点赞。” 对于现
场一些准备冲过斑马线而被及时制
止的驾驶员，谭警官都进行劝导和
教育，告诉驾驶员机动车不礼让行
人将罚款50元记3分的规定，并介绍
了不礼让行人带来的危害，呼吁礼
让行人。

除了谭警官，现场一名穿着蓝
色志愿者背心的老外引起记者注
意。他就是江喃，在成都生活近20年
的美国人，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被
网友称为四川话八级的老外。“希望
通过文明礼让宣传活动，呼吁广大
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在江喃眼
里，自己已经是一名成都人，他说自
己也想为城市出一份力。于是，他加
入到辖区志愿者队伍中，走上街头，
进行文明礼让劝导。

谭乔说法：
礼让行人 互相关照

“开展“车让人”专项整治行动，
是依法保障行人在斑马线上的优先
路权。”谭乔表示，根据《道法》规定，
对于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
驶的；以及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
予以罚款50元记3分的处罚。

也就是说，在斑马线前，行人是
拥有优先通过权利的，但现在情况
却相反，更多的行人已习惯在斑马
线前避让机动车。成都此次专项整
治，是为了强化司机的意识，既让行
人了解自己的权利，也让机动车司
机知道让行的义务。

随着整治的推进，驾驶员已经
逐步养成了礼让的习惯，对于在斑
马线上礼让的行为交警部门会进行
点赞。但部分驾驶员表示困扰，“我
们礼让行人，有些行人却要闯红灯，
横穿马路让大家很为难。”针对此情
况，谭乔表示礼让是相互的，需要大
家共同遵守。

“我们看到一些行人横穿马路，
驾驶员发现后突然急刹车进行避
让，这种情况十分危险。”谭乔说，因
此希望行人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走
人行横道过街，不要闯信号灯，双方
共同遵守，大家才更加安全。

“我希望通过这种文明宣传活动，
驾驶员们文明出行，成都的交通越来
越安全。”江喃说，每一位市民都从自
己做起，无论是驾驶员还是行人，双方
共同遵守，大家才更加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锦城湖的水从哪里来？
周末去探访最大污水处理厂

生活污水因经过多次的使用和
污染，各种微生物高度集中发酵，脏
是难免的。如果任由这样的污水直排
江河，对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程度可
想而知，这就需要污水处理厂对污水
进行净化处理。

此次“三治一增、共治共享”市民观
察团成员将走进的是成都市第九污水
处理厂，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经过前期筛选部署，最终将点位
确定为位于锦江区白鹭湾湿地公园南
侧的成都市第九污水处理厂，它主要服
务于成都市第Ⅶ排水分区，厂区占地面
积801.435亩，是国内目前一次性建成
单体工程最大的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规

模100万m3/日。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污水处理

厂往往是污水横流、噪声轰鸣、散发
着难闻的异味，或许这种印象将从本
次观察团活动得到扭转。

“对于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臭
气，第九污水处理厂对全厂产生臭气
的四大区域，即预处理区、初沉池区、
生化处理区、污泥处理区均进行整体
加盖处理，通过配套的生物除臭系统
对其产生的臭气进行无害化处理。臭
气排放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中大气污染物排放二级排
放标准。”

第九污水处理厂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针对达标处理后的尾水，第
九污水处理厂还配套建设了一座目
前已具备50万m3/日规模的中水泵

站，将达标处理后的尾水输送至上游
清水河，同时为沿岸的锦城湖等人工
湿地补水，大大提高了处理后尾水的
再生利用价值。

今起留言报名
零距离体验污水处理全过程

在此次活动中，观察团成员不仅
能现场听取污水处理工艺流程介绍，
还将实地了解配水井、沉砂池、生化
池、二沉池、出水口等污水处理环节的
运行情况以及出水水质情况，并到污
泥处置厂了解污泥处置工艺流程和生
产情况。

家长们也可借此机会带孩子一同
学习环保知识，提高节约用水的意识，
机会难得，快点报名吧！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两种方式
可报名
【第一种方式】

关注“蓉城政事”公众号（微
信号：znaitz），点击进入菜单下
方的“三治一增”栏目，再点击
“市民观察团”活动子栏目进入相
关文章，在文末留言报名，报名时
请务必留下你的姓名、职业、年
龄、联系方式。

【第二种方式】

关注“成都环保”微信公众
平台，回复关键字“三治一增”即
可弹出报名页面。

在上周的“三治一增、共治共享”
市民观察团首场活动中，50多名市民
走进成都市大气复合污染综合观测
站（超级站）、环境应急指挥保障中心
等，零距离了解超级站的主要功能、
工作流程及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
重要作用。

刚走进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科技
创新中心，细心的观察团成员就发现
顶楼上有一些奇怪的杆子，高度各有
不同，但都顶着些奇怪的“帽子”……
它们，其实是空气采样管，而它们脚
下 就 是“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特 种 部
队”——成都大气监测超级站。这座
占地将近200平方米的超级站，装置
着各种空气监测的高精尖武器，被戏
称为空气监测的“航空母舰”。

“这里配置了近30台国内外先进

的大气监测仪器，监测能力覆盖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规定的6项指标
及大气中的pm1、黑炭、重金属、挥发
性有机物等近150项大气监测项目，
初步具备了大气污染化学成分自动
在线监测、大气光学特征研究、灰霾
天气分析、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研
究等六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观测能
力。”大气超级站的相关负责人向观
察团成员介绍道。

超级站里的仪器，看起来并不起

眼，只有伸往楼顶的采样管和连接
电脑里不断跳出来的数据，才凸显
出它的“高大上”。在观察团的疑问
中，工作人员用尽量简单通俗的语
句为市民代表详细讲解了每台机
器的名称和用途——大气稳定度
监测仪通过监测某种特定射线强
度从而得到大气稳定度情况；pm10
监测仪和pm2.5监测仪分别收集10
微米和2.5微米以下的颗粒物，经过
光浊度计和系列计算公式计算出

颗粒物的浓度……
“这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空气中的

污染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很震撼！”来
自青白江某企业的刘东用自己的手
机拍下了每一台仪器的介绍，长期关
注成都环保的他对超级站“什么时候
建成、里面有什么监测仪器、怎么运
行”等的各项数据如数家珍，但却是
第一次与超级站亲密接触，给成都市
环保局组织的此次活动“点赞”的同
时，刘东还对采样区提出了一个建
议，“能不能在人与采样仪器之间增
加一个屏障，形成一条参观专用走
廊，既能保证监测仪器的安全运行、
最大程度地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又
能让更多的市民有机会与超级站近
距离接触。

他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企业
想自己也建一个大气监测站，配备一
些环保设施设备。”在刘东看来，现在
全社会都在关注环保，企业自建大气
监测微站，在关注主要污染指数的同
时，可以根据监测数据迅速采取应对
措施，“在企业自律的同时给环境一
个交代。”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严丹
摄影记者 陶轲

50余名观察员点赞市民观察团活动
首次亲见空气污染物如何被发现

很震撼！

市民观察团第二场
邀你去看污水处理厂

报名仅两天！
交警谭乔、老外江喃
现场为礼让行人点赞

今天
你让了吗？

重拳
治水
怎么做

科学
治堵
怎么做

知识竞赛走进天府新区 电视擂台赛20日开赛

/ 新闻回顾 /

6月30日，成都商报组织的市民观察团，来到了位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成都市大气复合污染综合观测站，一探空气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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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乔和江喃为礼让
行人的驾驶员王女士点赞

6月30日，市民们走进成都市大气复合污染综合观测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