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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成都启动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2017年11月17日
星期五

多功能抑尘车
超细清水雾治霾降尘

“这是多功能抑尘车，车身配备多个喷
枪，可喷出超细的水雾，能有效抑制道路扬
尘……”工作人员话音未落，一阵“毛毛雨”
就飘洒在了半空中，只见一辆和普通环卫车
差不多体积的白色抑尘车正在喷洒水雾。当
它驶向马路时，记者发现车身两侧紧贴地面
的地方出现两个喷枪，随着车辆行进喷洒出
约2.3米的水柱，所过之处，地面干净清洁。

“这个多功能抑尘车是我最感兴趣的，
现场演示才知道超细清水雾不仅能够清洁
道路，还能增加空气中 PM2.5、PM10 的重
量，让他们落在地上起到治霾降尘的效果。”
高科技治霾产品让来自郫都区的李滨大开
眼界，他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这些科技产品
能为改善成都的空气质量发挥作用。

这边在演示降尘治霾，那边却开始了一
场特殊的实验。工作人员手拿空气检测仪，在
通透的环境下显示空气指数为103，慢慢移至
雾霾净化机的出风口，不到一分钟，数值降至
23。成都易态易优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个设备是雾霾净化机，采用纯物理过
滤方式，高效净化PM2.5等污染物，适用于学
校、医院、车站、候机厅等大型公共场所，目前
已经在成都部分学校进行试点。

尾气净化装置
汽车颗粒物减排效果达96%

在展示现场，几辆加装了汽车尾气净
化装置的大货车也分外显眼。

“我们之前做过测试，让一辆装了净
化装置的国Ⅲ柴油车行驶5万公里，结果
显示，原车排放的污染物严重超出国Ⅲ排
放限值，而装了净化装置后，排放的颗粒
物满足国Ⅲ排放标准限值。相对于原车，
一氧化碳减排效果达60%，碳氢化合物减
排效果达58%，颗粒物减排效果达96%。”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该技术根据使用燃料不同，可以
分别用在汽油车、柴油车及燃气车上。

“我们会同市环保局，组织中国测试
技术研究院对部分研发产品进行了测试，
结果显示，大型移动除霾净化装置、乘用
车除霾空调滤芯的吸霾除霾效果明显，轻
型汽（柴）油车尾气净化装置对污染物的
减排作用大。”成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他们也在部分区县开展了试点
示范，效果良好。同时，成都市城管委透
露，将考虑采用分步、分期的方式推进柴
油类环卫车尾气治理。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实习生 陈星宇 摄影记者 王效

省环境监测总站与
省气象台联合会商预
测：较强冷空气于今日
起影响盆地，结束本次
区域性污染过程，大部
分城市空气质量将为优
或良。而根据15日的天
气潜势预报，17日起我
市空气质量优良且将持
续 36 小时以上。按照

《预案》规定，重污染天
气黄色预警于今日零时
解除。在此之前，各项应
急措施仍在执行。

在此轮预警中，市
环保局、经信委、公安
局、城管委、交委、建委、
国土局、房管局等多个
部门联合行动，严格按

《预案》执行各项应急措
施——企业限产停产、
道路洒水除尘、管控工
地扬尘、停用燃煤锅炉、
查处违规车辆、严禁露
天焚烧、督察重点工业
企业。仅11月15日零时
至11月16日零时，成都
市经信系统就重点抽查
玻璃、砖瓦、水泥等行业
95家企业，抽检锅炉55
台，巡查“散乱污”企业
274 家，都按照要求落
实停、限产减排措施；成
都市公安局查处各类相
关违法1086件；成都市
建委针对中心城区市政
工地存在的超需求打围
施工，下发了《关于开展
中心城区市政工地文明
施工专项整治的通知》，
督查工地52个次，下发
停工整改通知单1份。

正是这样持续不懈
的“人努力”换来了成效，
9天预警期间出现了好几
天的优良天。目前尽管预
警解除，但阻击力度没有
丝毫减轻。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各企业
和市民能继续支持和参
与，用实际行动为赢得更
多蓝天而努力。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实习生 陈星宇

“在攻坚行动期间，还将开展区（市）县
网格化降尘监测，实施月通报。”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举将针对工地及道路扬尘污染
治理行动。与此同时，还将充分发挥建设工
地扬尘在线视频监测作用，进一步强化工
地清洁降尘管控措施，确保各项治理措施
落实到位。

各类长距离的市政、公路、水利等线性
工程，将全面实行分段科学施工，对不符合
要求上路行驶的渣土运输车，一经查处按上
限处罚并依法取消渣土运输资格。在《行动
方案》中不乏这些“逗硬”措施，2017年12月

1日~2018年1月31日，还将停止中心城区
各类工程土石方作业和房屋拆迁施工（经市
政府批准的重点工程和应急工程除外）。

在对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行动中，成都
将加快推进首批 77 家重点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2018年1月1日前，未达到《四川
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的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依法停产整改。同
时，全面完成200家加油站和6家油库的抽
检工作，对于抽检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加油
站和油库，一律依法责令停业整改。

除此以外，成都还将启动秋冬季秸

秆、枯草树叶、垃圾等露天禁烧行动，发现
露天焚烧秸秆等行为的，将对相关责任人
依法追究责任，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从重
处罚。同时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现
代科技手段加强露天焚烧监测。在重污染
天气应对行动方面，除按照《成都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2017年版）》确保相关应
急措施落地见效外，还将加强部门间联防
和会商。秋冬季专项督查行动将严厉打击
偷排漏排超排等环境违法行为，对违法企
业还将进行信用惩罚。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实习生 陈星宇

国家中心城市插上信息化羽翼

成都迈入
智慧生活新时代

“五年前用百兆宽带，转眼迈入千兆，下载一个2G视频
20秒搞定，相当巴适！”家住锦江区吉宝凌云峰阁的张先生
感慨地告诉记者。从百兆到千兆，是带宽的飞跃，也是成都网
络和信息化实力腾飞的缩影。作为成都信息化建设主力军，
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以创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勇担央企责
任，全面承接成都市民生工程，2017年3月，将成都建成全国
首个千兆省会城市，提前三年完成“宽带中国”2020年战略
目标；2017年6月，在成都建成全球领先、全域覆盖的高品
质4G LTE网络和新一代物联网（NB-IoT）。泛在、极速、安
全的智能精品网，为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插上信息化
羽翼。惠民的智慧家庭应用、丰富的智能城市应用，推动天府
之国迈入智慧生活新时代。

持续提速降费
全面惠民惠企

“记得去年，我家电信宽带
免费升到了100M，今年又免费
升到200M，太安逸了！”家住高
新区美洲花园密苏里小城的王
先生对电信的惠民提速相当赞
赏。据了解，2016年，成都电信
启动“百兆家庭百兆宽带”免费
惠民提速行动。2017年，又面向
160万家庭用户启动“200M免
费提速”惠民行动，全面实现成
都光网宽带“1000M推广、200M
普及”。

网络带宽的提速，伴随的是

惠民的降费。成都电信全面取消
国内长途费和漫游费；降低国际
及港澳台地区漫游资费；推出全
家共享的本地不限流量套餐
169+，全省、全国不限流量系列
套餐……同时开展“提速惠企”
专项行动，全市3000多家各类企
业商务光纤免费提速100M。目
前，成都光网宽带用户平均资费
从7.5元/兆下降至0.7元/兆，降
幅达91%。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
接入价格由10元/M降至3.3元/
M，降幅达67%。

住在武侯区雅典国际社区
的市民李婆婆通过电信ITV，用
视频连线四川大学华西妇女儿
童医院的专家医师远程诊疗，她
很开心地感叹：“我年纪大，腿脚
不好，在家里就可以挂号看专
家，太方便了！”

李婆婆使用的是成都电信
推出的智慧家庭应用——“家庭
医生”，通过电信ITV平台，市民
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挂号、分级诊
疗。为提升市民的幸福指数，成

都电信全面推广各类智慧家庭
应用：“家庭安防”可通过手机、
平板实时掌控家中动态，使市民
生活更加安全省心；“智能组网”
为市民提供一站式智慧家庭组
网服务，全面提升家庭网络质
量；“环境监测”能实时监测环境
数据，并通过家庭智能设备联动，
远程控制净化器、新风系统等优
化居家环境……据了解，目前，成
都全市已有25万市民享受到电信
智慧家庭应用带来的轻松便捷。

在农村，电信智能精品网和
惠民行动进村入户，丰富了村民
的生活，助力信息致富和城乡融
合，受到村民欢迎。

简阳于2016年5月划归成
都代管，为全方位提升简阳通
信网络品质，助力地方经济发
展，成都电信开展了“信息惠
民精准扶贫攻坚行动”，加大
投入、加快建设，推动简阳通
信网络水平迈上新台阶，目前
简阳已全面实现电信极速光
网全覆盖。在简阳禾丰镇蒋家
桥村和民胜村，已有302户村

民用上电信光纤宽带、看上电
信IPTV高清电视。

在都江堰五龙村，电信网络
入村，惠民服务入户，让村里未
装网络的50多户新装了宽带，30
多位村民淘汰“棒棒机”用上了
智能机，体验到信息生活带来的
便利。五龙村村民刘莎出门在
外，也能随时用手机进村社平台
看看村里最近有啥事，通过平台
监控实时观看房前屋后治安情
况。“这样出远门很放心，村上大
小事情都晓得，不会误事”，刘莎
如是说。

2017年8月，便民政务新服
务——“电视政务大厅”在成都
电信互动电视ITV上上线试运
行，市民在家即可用遥控器查询
工商、税务、环保等办事指南，了
解公积金、户口等政策法规，查
询行政审批和部分公共服务事
项办件结果等。

为提升城市智能服务和管
理，成都电信与各区县携手加快
推进“互联网+城市”建设：与成
华区打造全国首个“通信枢纽·
智慧社区”；与金堂县打造“水城
先锋党群通”政务ITV平台，助
力“智慧党建”；与锦江区打造

“翼家医电视医生”服务平台，全
面实现远程诊疗；与都江堰市打
造“互联网+智慧旅游”，助建国

际生态旅游名城……智慧产业
和城市发展的融合，为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作为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
地，成都电信充分发挥引领作
用，于2017年6月发布企业服务
云平台，面向广大双创企业提供
集“服务、需求、成果、合作”为一
体的高品质“互联网+双创”服
务。并启动企业上云计划，为全
市企业提供优质、安全、弹性、实
惠的云资源一体化解决方案。同
时结合NB-IoT物联网技术、云
和大数据服务，为园区、楼宇内
中小企业提供智慧园区整体解
决方案，助力创新企业入驻落户
并快速成长。

（庞健）

智慧生活引领
助建和谐宜居城市

信息进村入户
助力城乡融合

新服务新应用
为新经济发展助力

十大行动
今日零时，成都

解除了立冬后的首
次重污染天气黄色
预警，不过，大气污
染防治的行动却没
有就此止步。昨日，
《 成 都 市
2017-2018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行动方案》正
式下发执行，部署了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十大行动、33条
细化措施，强化了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的日常管控，旨在深
化细化“治霾十条”
和“650工程”措施，
全力保障我市空气
环境质量，推动完成
省上下达的年度和
“大气十条”终期考
核的空气质量目标。

为了防止大气污染治理出现反弹现
象，《行动方案》明确将持续环保督察，推进
全市范围内市控及以上涉气重点企业烟气
达标排放监管全覆盖。同时，将加大散煤禁
烧力度，严肃查处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

在“散乱污”整治行动中，对前期清理整
治的“散乱污”工业企业将严格按照“三个一
批”原则处置，在方案确定之前一律不得复

工，并持续加大排查力度，坚决遏制新增“散
乱污”工业企业。对不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产业布局规划的企业；不符合
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标准，未通过行业准入
审批，无行业许可证的企业；属于违法违规
排放、超标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的企业，通
过整改无法达到环保排放标准的企业，以及
存在安全隐患，通过整改无法达标的企业，

将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于2017年
12月30日前，必须实现“两断三清”。

同时，将加快推进燃煤锅炉“清零”工
作，全面完成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燃煤锅炉

“清零”；对全市在用燃煤锅炉开展大气污
染物排放监测，对超标排放的企业严肃查
处。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全市域范围内
除电厂外燃煤锅炉“清零”。

2017年12月1日-2018年1月31日 暂停中心城区
工程土石方作业

12月31日前 基本完成全市域范围内
除电厂外燃煤锅炉“清零”

“黑科技”助力科技治霾

成都将分期推进柴油类环卫车尾气治理
首创新型移动除霾装置，10分钟内

就能降低PM2.5；一台行驶20万公里、
氮氧化物排放超过国Ⅲ标准三倍多的家
用汽油车，装上“神器”以后，排放值从
582mg/km立即降至82mg/km，减排幅
度达到86%……昨日下午，成都市科技
治霾技术应用推广现场交流会上，一批环
保“黑科技”集中亮相，不仅有室内空气净
化系统、机动车尾气净化装置，还有抑制
道路扬尘的多功能抑尘车。

据悉，现场亮相的治霾“黑科技”已在
部分区县试点。成都市城管委还透露，将
考虑采用分步、分期的方式推进柴油类环
卫车尾气治理。

今日零时
解除
重污染天气
黄色预警

今年12月1日至明年1月31日
中心城区暂停工程土石方作业

成都市科技治霾技术应用推广现场交流会上，工作人员正在演示多功能抑尘车高架喷雾装置

移动源污染已经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
污染源之一，成都将采取哪些措施进行管
控？《行动方案》中明确，11 月将划定高排
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域，全市范
围内禁止使用冒黑烟工程机械（含挖掘机、
装载机、平地机、铺路机、压路机等）。

在黄标车和老旧车淘汰方面，成都计

划在11月30日前基本完成全市范围内黄
标车淘汰，同时开展黄标车、老旧车违法上
路专项执法检查。严格执行国Ⅲ及以下排
放车辆不予以备案进入《成都市建筑垃圾
运输企业名录》的政策要求；申请办理2018
年1月1日后入城证车辆一律执行国IV以
上标准。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严格落实老

旧车及机动车尾号区域限行控制措施。
“成都将加大机动车路检、场检力度，

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在扬尘治理检查点
每日开展柴油货车尾气排放、车用尿素使
用的检查执法。”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透露，12月31日前，完成首批柴油车颗粒
物捕集器安装试点。

12月31日前 完成首批柴油车
颗粒物捕集器安装试点

车辆排气管道安装的减排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