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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问题整治标准是什么？哪
些企业必须被“淘汰”？哪些企业可
以被“保留”？记者昨日从市经信委
获悉，成都正在通过有计划、有步
骤、疏堵结合而不是“一刀切”的方
式，对工业园区外工业企业实施专
项清理整治。

清理整治“三无”与“散乱污”
不再审批园区外新上工业项目

环保整治需要“依法依规”。哪
些对象是清理整治范围？成都有明
文规定——《全市工业园区外工业
企业清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明
确了清理整治范围：一是园区外的

“三无”企业；二是工业园区外的“散
乱污”企业。

成都将不再审批园区外新上工
业项目。目前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工业园区外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

通知》，按照“20+10”工业园区空间
布局，及园区外不具备合格环保设施
条件等实际情况，严格限制在园区外
新建工业企业和新上工业项目，原则
上工业项目集中进入园区发展。

哪些企业可被“保留”？
完善相关环保手续

市经信委表示，通过有计划、有
步骤、疏堵结合而不是“一刀切”的方
式，对工业园区外工业企业实施专项
清理整治。具体措施是什么？成都将
通过排查，摸清底数，对园区外工业
企业按照“四个一批”——淘汰关闭
一批、调迁入园一批、梯度转移一批、
适度保留一批的原则进行分类处置。

具体标准是什么？“淘汰关闭一
批”是对园区外“三无”企业、违反国
家、省、市相关产业政策规定和目
录，属淘汰及限制类产业的企业，以

及高能耗、高污染、浪费资源、存在
安全隐患的企业实施关停、淘汰。

“调迁入园一批”是对符合我市
产业布局规划、产品有市场、有效
益、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且有意愿在
工业园区租用标准厂房或征地建设
的工业企业，鼓励其调迁进入工业
园区进行生产经营。

“梯度转移一批”是对不符合我
市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规划、与园区
主导产业关联度较低、土地、环境、
能源、用工等资源占有过大、产业形
态与国家中心城市不协调、更适宜
在省内其他市州布局发展的企业，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根据省、市产业
布局规划，积极引导其在省域范围
（周边市州）按产业布局有序进行梯
度转移。

“适度保留一批”是对原材料采
用本地矿产、林产、水等资源，以及

农产初加工、手工业和无污染的轻
产品制造且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
（项目），经环保部门确认补充完善
有关环保手续后，可维持现状予以
保留，并加强日常监管，确保污染物
达标排放。

政策支持 科技型小微企业
给予50％厂房租金补助

企业入园，集中管理，是解决企
业环保问题的有效措施。不过，新的
矛盾又来了：园外符合条件的中小
微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区，买地、修
建厂房、买设备等需要大笔资金，如
何缓解资金矛盾？

“成都还制定相关政策，为中小
微企业入园发展提供新机遇。”市经
信委表示，整治“散乱污”还体现在
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
持。市国土资源局、市经信委共同印

发《关于推动工业用地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实施意见》，针对不同行业、不
同类型工业项目特点，采取以5~10年
短期租赁方式、不超过20年的弹性年
期出让方式，及建设标准厂房或出让
标准厂房用地方式，实行差别化供
地，满足不同工业项目用地需要，宜
租则租、宜售则售、租售结合，缓解中
小微企业入园难矛盾。

按照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
展大会精神，支持和鼓励国有平台
公司建设并持有标准厂房，为中小
微企业入园发展创造条件。根据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经济稳中
求进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对注册
成立3年内、进入市小企业创业基地
租用生产经营场地的科技型小微企
业，给予企业50％的厂房租金补助，
支持中小微企业集中转型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蓝喉太阳鸟

数月前，中美合拍、陆川执导的
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在北美
公映。影片在北美表现出色，票房超
千万美元，在自然类纪录片北美票
房影史中排第8名。大熊猫、雪豹、川
金丝猴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讲了
一个个生动的中国故事。电影有五
个主人公：大熊猫、雪豹、川金丝猴、
丹顶鹤和藏羚羊，其中前三个戏份

最多，是“领衔主演”。
“四川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拍摄基地，很感谢四川各界，如果
没有四川的支持，这部影片不会呈
现出今天这样的精彩。”当美方制
片人得知影片的三大领衔主演在
成都都有分布时，惊讶地说：“真的
吗？！”然后他表达出对“熊猫故乡”
的向往。

不只是外国人会惊讶于成都拥
有如此多种类的高级别野生保护动
物，很多“老成都”也不了解自己的
生态家底。查阅近年来的新闻报道
就可以知道，大熊猫、川金丝猴和雪
豹不仅是成都的“原住民”，而且得
益于近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的深入，
这些神奇的动物在成都开枝散叶，
种群发展越来越壮大。

关注近期成都水环境治理
进展的市民，可能发现了“关闭
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是一个高频
词。根据“成都治水十条”，今年，
全市将启动锦江流域、沱江流
域、金马河流域畜禽养殖场专项
治理；限期关闭禁养区畜禽养殖
场，规范整治适度养殖区畜禽养
殖场，整治后的畜禽养殖场实现
养殖污染“零排放”。

畜禽养殖对环境安全的潜
在威胁，相信大家有所了解。畜
禽粪便等废弃物虽然是优质的
生物质资源，但其含有大量病
菌等有害物质,必须经过无害
化处理，才能作为有机肥还田
利用，否则会导致疫病传播。畜
禽养殖会有一定的畜禽死亡淘
汰率，属正常现象。但对畜禽尸
体处置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
环境安全。

到底哪些地方是禁养区？
根据国务院出台的《畜禽规模
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禁养区主
要划在4类区域：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
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
口集中区域；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禁止养殖区域。违反该《条
例》规定，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
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3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
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处10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
或者关闭。

成都晚报记者 薛欢

栖息天堂 它们都诞生
在成都！

熊 猫 故 乡

《我们诞生在中国》影片中三大“主演”、全国十分之一高等植物种数

“我们诞生在成都”

“没有四川，影片不会呈现
出今天这样的精彩！”今年4月下
旬，陆川导演的自然电影《我们
诞生在中国》在北美上映，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他这样
感谢四川，感叹四川野生动物资
源的丰茂。当记者告诉美国媒体
影片中的三大主演：大熊猫、川
金丝猴和雪豹在成都都是“原住
民”时，美方制片人和媒体人都
表示出讶异和惊喜。

《成都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情
况报告》显示，全市已记录高等
植物3390种，占全国种数的十分
之一；市域内已记录的陆生野生
动物大约600余种，其中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15种，野生大熊
猫有73只。“特大城市中心几十
公里外就有如此多高级别的保
护动物，这在全国都罕见！”成都
市林业园林局野保处的一位负
责人说。

“特大城市
中心几十
公里外就
有如此多
高级别的
保护动物，
这在全国
都罕见！”

“成都市域内最高峰海拔5364
米（大邑县大雪塘），最低点359米
（简阳市沱江出境处河岸），相对高
差达5005米。由于巨大的垂直高差
和气候的显著分异，在市域内形成
了三分之一平原、三分之一丘陵、三
分之一高山的复杂地理环境与独特
的地貌类型，孕育了丰富的植被，保
存了众多的生物物种。”在介绍成都

市的地理生态状况时，市林业和园
林管理局负责人说道。

市林园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全
市已记录的高等植物有264科1224
属3390种，占全国种数的十分之一，
占全省种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有珙桐等6种，二级重
点保护植物连香树等23种。市域内
已记录的陆生野生动物大约600余

种，包括兽类83种、鸟类466种、爬行
类31种、两栖类23种，其中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大熊猫等15种，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小熊猫等58种。
市域内已记录的野生鸟类种类已由
2006年的200余种增加至2017年的
484种，占全省鸟类资源的61.43%，
全国鸟类资源的31.9%。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很多人来到成都，必去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看熊猫，截至去
年年底，成都市圈养大熊猫已达176
只，是全球最大的大熊猫人工繁育
种群。除了圈养大熊猫，成都市域内
还分布有野生大熊猫73只，比第三
次大熊猫调查增加了83%，其中大
邑县26只，崇州市26只，都江堰市14
只，彭州市7只。”市林园局野保处的
一位负责人说。

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黑水河自
然保护区，是成都市四个省级以上

自然保护区之一。保护区的一位负
责人介绍称，“在我们黑水河，近年
来就多次拍到过大熊猫、川金丝猴、
雪豹、羚牛、绿尾虹雉等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动物。单说大熊猫，不仅数量
增加了，活动范围也扩展了。通过
2013年四川省全国第四次大熊猫野
外调查，显示保护区内生活着26只
大熊猫，比2001年进行的第三次全
国大熊猫调查的23只增加了3只，并
且大熊猫的野外活动范围已扩展到
大蒜坪、雾山乡、花水湾一带。”

今年3月，大邑县西岭镇大飞水
电站视频监控拍摄到一只野生大熊
猫在大飞水电站前池活动。整段视
频大概有1分多钟。从视频上可以看
出，大熊猫的毛发、体型以及走路的
姿态能够判断其身体体征很健康，
体重200斤左右。“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出现在人们的
视野里，这说明野生动物的种群在
不断壮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成都
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四川省林业
厅野保站的一位负责人说。

成都野生大熊猫数量增加

成都高等植物种数占全国十分之一

环保问题整改不能搞“一刀切”，“散乱污”企业咋整治？

市经信委：“四个一批”分类处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禁建畜禽养殖场

违者面临
最高50万元罚款

大红鹳

大熊猫

川金丝猴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珙桐

红腹锦鸡

紧接01版 助推成都建设具有国际竞
争优势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加快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
城市。

根据协议，“海康威视成都科技园
项目”落户成都天府新区，涵盖智慧城
市解决方案、显示与控制系统、汽车电
子和物联网传感技术等产品的研发和
销售。

市领导苟正礼、范毅、杨林兴参加
会见和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