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多云转阵雨 23.5℃~35.3℃ 南风1~2级
商报电子版www.cdsb.com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8073期 总编辑 陈海泉 值班编委 蒋泉洪

2017年7月12日 星期三
农历丁酉年六月十九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邮编 610017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今日零售价每份1元 广告热线 86510016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6740011 商报服务热线 86613333 商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86753210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编委办 86510190 要闻部 86510224 经济新闻部 86789546 证劵新闻部 86510725 文化新闻部 86616764 体育新闻部 86513274 房地产事业部 86611300 新闻中心 86789342 广告部 86787449 运动成都周刊T01~T04 今日16版

龙泉驿区石经寺内的一株植于唐
代贞观年间的银杏树被白蚁蛀蚀了，
白蚁最高爬到了18米的树干啃食。龙
泉驿区白蚁防治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喷了3个小时的药，接下来还要填充树
心，并安装“监控”监测白蚁活动。

石经寺大雄宝殿旁有两株千年银
杏，均植于唐代贞观年间，距今1300年以
上，是国家一级古树。300年以上的树木，
茶店镇有31棵，镇林业站的森林防护队
每天都会巡查。4月的一天，防护队队长
赖正奎巡经石经寺里的这株银杏树旁
边。“当时树洞这儿有一块板状木块。”那
天他注意到，木块上有木渣掉落，跟平时
不大一样，怀疑树长了虫，他和同事就掰
开木块。

“打开后，看到里头的情景，头皮
发麻。”赖正奎说，树洞里面有很多白
色的蚂蚁在爬动，树心的表面也呈现
沟壑状。发现白蚁后，林业站向龙泉驿
区白蚁防治管理中心“求援”。

“树心——树的木质部被白蚁蛀
蚀得很严重了。”龙泉驿区白蚁防治管
理中心主任胡兴勇说，经现场检查，发
现白蚁啃食痕迹的最高处到了18米高的

树上。治蚁前，森林防护队先清理了树洞
内被蛀蚀的树心，“一抓就成粉末，装了
七八筐”。

“木质部主要是承重的。”胡主任
介绍，施药前他们建议林业站工作人
员搭起了框架，防止树倒，也便于人员
到上面作业。

龙泉驿区白蚁防治管理中心此前
主要从事房屋白蚁防治，古树的防治
还是第一次。“树木吸收药物需要时
间，用工程车的话药物来不及吸收就
要流下去。”工作人员只能用高压喷
壶，慢慢地喷，以期药物尽量浸透，“上
午9点开始作业，到中午12点才弄完。”
用完药后，工作人员用彩布将树包裹
住，“最近雨水多，免得药被冲刷了。”

最近一段时间，林业站正在联系
购买有机填充物，把被蛀蚀的树心填
充起。胡兴勇说，同时他们也在观察施
药后的结果。消除古树的白蚁后，还要
做好白蚁的预防工作。下一步会在树
周围埋设白蚁监测控制装置。发现有
白蚁啃食的痕迹后，工作人员就会朝
装置内施药，消灭附近出现的白蚁。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垃圾环保处理的典范

目前，成都实际管辖的人口超过
2000万，这样一个特大城市，每天都会
产生海量的垃圾。据市城管委统计，成
都市域内每天产生总量约1.5万吨的垃
圾，2020年将达到1.8万吨。如此规模的
垃圾，如果不科学处置，垃圾直接进入
环境，将给土壤、水体、大气带来污染，
垃圾围城也将不可避免。

成都早已定下目标，在2020年基本
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全部采用环保方式
变废为宝。今年初正式运行的成都万兴环
保发电厂就是垃圾环保处理的典范。

万兴环保发电厂是成都设计规模
最大、技术最先进、环保排放标准最严
格的现代化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
项目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2400吨，可处理
240万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日发电量近120
万度，可提供30万户居民用电。

说到垃圾环保发电，市民们最关
心的就是污染问题。“事实上，全世界
垃圾焚烧到现在已有100年历史了。”
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项目负责人介
绍，垃圾焚烧并不是简单的一烧了之，
而是经过科学处理，达到资源化利用
的效果。针对市民们担心的烟气有害
问题，该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有国际上
技术最先进的焚烧炉和烟气净化、污
水处理、渗滤液处理等环保设施。“国
家垃圾焚烧中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为1
纳克/立方米，我们执行的标准是欧盟

2000，为0.1纳克/立方米。所以市民朋
友们大可不用担心。”

渗沥液处理后可养鱼

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怎样一步
步变成电能？在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
市民观察团将见证全过程。

首先，万兴环保发电厂将刷新你
对垃圾处理场的印象，这里环境整洁，
窗明几净，不会是想象中臭气扑鼻、苍
蝇乱飞的场景。为防止垃圾废液、废气
和燃烧污染环境，万兴环保发电厂使
用了世界顶尖的处理设备。

生活垃圾在运到发电厂后，会被
装进一个约10层楼高，占地面积达3个
标准篮球场的垃圾池，这里储存的垃
圾成千上万吨。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
要保证不渗漏，不溢出臭气。为此，垃
圾池设计了厚度为80厘米的底板，使
用了多种防水、防渗材料，仅防腐层就
有7道施工工序。垃圾池的底部还专门
设置有垃圾渗沥液导排沟、收集池、提
升泵。处理完毕后，原本黑臭的废水变
得清澈透明，达到工业用水的标准。形
象地说，渗沥液处理前，一条鱼放进去
几秒钟就会死亡，而处理后的水，甚至
可以用来养鱼。

经过脱水处理的垃圾，就可以进入
发电系统，经过800℃以上焚烧，热能带
动发电机发电，所产生的烟气经过7种系
统的净化处理，最终达到排放标准。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共治共享
市民观察团又报名啦
“三治一增、共治共享”市民观察团第三站

将走进成都最先进的环保发电厂
“国家垃圾焚烧中二噁英的排放标准

为1纳克/立方米，我们执行的标准是欧盟
2000，为0.1纳克/立方米。所以市民朋友们
大可不用担心”

垃圾渗沥液处理前，一条鱼放进去几秒钟就会死亡，而处
理后的水，甚至可以用来养鱼。经过脱水处理的垃圾，就可以
进入发电系统，经过800℃以上焚烧，热能带动发电机发电，
所产生的烟气经过7种系统的净化处理，最终达到排放标准

喷药灭杀白蚁
拯救唐代银杏
将在树周围埋设白蚁监测控制装置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
首批历史名人出炉 增强四川历史记忆

扫码关注
“蓉城政事”

如果你想实地探访现代化的环保发电
厂，那么现在机会来了。7月14日，由市城管
委联合成都商报、蓉城政事推出的“三治一
增、共治共享”市民观察团第三站，将走进位
于龙泉驿区的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

现在，你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蓉城
政事”报名。一旦报名成功，我们将会电话通
知，告知你具体时间和集合地点。

/ 守护清流 /
征集河道水环境市民监督员

/ 小区净烟 /
龙泉驿拆除私建扰民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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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
院11日要求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试点，推动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轻罪诉讼体系。

这是记者从正在贵阳召开的
大检察官研讨班上获悉的。会议

要求，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要会
同有关单位，进一步完善认罪认
罚案件的程序运行机制，明确认
罪认罚从宽条件的把握、量刑建
议、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和诉讼
程序适用等工作规范，落实好即

将出台的值班律师制度。
会议强调，要坚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仅审
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而且对主要
证据进行实质审查，防止发生被迫
认罪、替人顶罪、以钱赎罪等问题。

最高检：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轻罪诉讼体系

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大力培养高素质产业大军的
意见》，就加快培养造就支撑“四川
制造”和“四川创造”的能工巧匠和
高素质产业大军提出多项举措。

《意见》提出，将探索建立职
业资格与相应学历比照认定的制
度。在就业创业支持政策、职称评
定，甚至工资标准等方面，均将探
索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
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比照大
专、本科学历享受相应政策待遇。

《意见》提出，将打通高技能
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
道，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可参
加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
审。还将畅通技能人才向机关事
业单位流动的渠道，支持符合条
件的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报考公
务员。符合机关、事业单位职位招
考条件的高级技师、技师、高级
工，可比照高级工程师、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参加招考。

《意见》明确，将探索建立职
业资格与相应的学历比照认定的
制度。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按
规定享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支
持政策。参加企事业单位职称评
定、职位晋升时，可分别比照全日
制大专、本科学历享受相应政策。
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
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在试用熟
练期及转正定级的工资标准，将
分别比照大专、本科学历执行。

《意见》还提出，将加强中高
职教育衔接，提高高职院校招收
中职学校毕业生比例。还将探索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一
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在引进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
方面，外省的“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技术能手”获得者来川工作
或者创办企业，符合相关规定的，
将给予每人30万元的一次性安家
补助和管理期内每人每月1000元
的岗位激励资金。

根据《意见》明确的目标，到
2020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将增
加到1000万，高技能人才占技能
人才比例提高到25%，技能人才
供给基本适应一、二、三产业结构
调整变化，对产业转型发展形成
有效支撑。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南非联合执政与传统事务部部长范鲁颜：

积极争取开通
成都-约翰内斯堡直航

2017金砖国家友好城市
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昨在蓉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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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申报、专家初评、复评和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领导小组审定，四川首批历史名人出炉，包括大禹、李冰、落下
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轼、杨慎等人，涵盖政
治、文化、科学等领域

从去年12月至今年3月，四川历史名人专题调研组分赴全省
21个市（州）开展调研。至4月15日，共收到各市（州）推荐申报的
四川历史名人144位。先初选出14位，再经过复评，最终确定10
位首批四川历史名人

关注“蓉城政事”报名

成都每天会产生多少吨垃圾？有没有变废为宝的处理方式？不用着急，商报这就带你去探访一个专门处置垃
圾并使其成为电能的地方。7月14日，由市城管委联合成都商报、蓉城政事推出的“三治一增、共治共享”市民观察
团第三站，将走进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这座成都规模最大、设计最先进、排放标准最严格的现代化环保发电厂，
将向你展示垃圾变废为宝的全过程。现在，你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蓉城政事”报名参观。

预备技师班毕业生
工资标准

将比照本科学历
四川将探索建立职业资格与相应学历比照认定的制度

石经寺里正在治理白蚁的唐代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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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侯初
初）昨日下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的通知》，预防和遏制夏季高温天
气作业引发的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和职业病伤害，切实维护劳动者
的安全健康权益。

《通知》要求，要强化问题管理，
切实解决对防暑降温工作重视不够、
监管不力以及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
措施不到位、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完善

政策措施，强化监督检查，切实保障劳
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通知》要求在高温天气期
间，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特点和
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
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
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
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
业等措施；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
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
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开展
中心城区科学治堵现场办公，协调
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看望慰问头顶烈日仍坚守城市
管理服务一线的公安交警、文明交
通劝导员和环卫工人。

早 8 时许，罗强来到市公安
交管局交通管理指挥中心，通过
智能交通综合集成管理与应用平
台，实时察看中心城区早高峰运
行情况，详细了解我市科学治堵
有关举措，充分肯定交管部门理
念创新、主动作为、措施实在、成
效明显；随后，罗强还前往一环路
西三段地铁 5 号线施工路段现
场、芳草西二街下穿隧道规划点
位等地，了解地铁施工路段单向
交通组织保障有关情况，要求有
关部门举一反三疏通改造拥堵节
点，加快街区循环成网。

罗强就进一步抓好科学治
堵、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提出四点
要求。一要向先进理念要畅通，大
力倡导践行“以人为本、低碳出
行”，使其成为所有交通管理服务
者和交通参与者的共识，为慢行
交通系统建设、共享单车推广等
便民惠民措施落地落实凝聚起强
大合力。二要向科学规划建设要
畅通，扎实做好规划编制前期调
研，坚持规划先行做好新区建设，

优化布局中心城区资源，突出职
住平衡，加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三要向科技要畅通，学习先进城
市经验，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加强大数据挖掘分析，积极推进
智慧交通建设，促进交通组织管
理和警力资源配置水平进一步提
升。四要向管理要畅通，有效整合
全域道路资源，创新停车换乘等
交通组织方式，落细落实车主行
人安全出行责任，依法严查交通
违法行为，同时进一步加强宣传
教育，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
自我防护意识。

即将入伏，烈日炎炎。时近中
午，地面温度就已接近50摄氏度。
每到一处，罗强都看望慰问正头
顶烈日辛勤工作的公安交警、文
明交通劝导员和环卫工人，关心
询问作息安排和防暑降温措施，
并送上藿香正气液、茶叶等慰问
品，叮嘱他们尽可能避开高温时
段作业，要求有关部门特别要做
好户外高温作业人员劳动保障工
作。慰问中，罗强倡议广大市民共
同关心关爱为了家园更美丽、高
温天气下仍在户外作业的城市奉
献者们，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积
极参与绿色低碳出行，共建共享
美好生活环境。

市长助理韩春林参加现场
办公。

/ 新闻链接 /

劳动者因高温天气缩短工时
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工资

向先进理念和科学管理要畅通
共建共享绿色低碳的出行环境
罗强开展中心城区科学治堵现场办公并慰问一线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