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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成都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获悉，根据
12月22日天气潜势预报，12月
24日起成都市PM2.5浓度大于
115微克每立方米将持续72小
时及以上，且PM2.5浓度大于
150微克每立方米将持续24小
时及以上，按照《成都市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2017年修订）》
规定，决定于2017年12月24日
零点启动橙色预警。

据悉，这是成都今年修订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后首次启
动橙色预警，除了机动车在绕
城（不含）内持续限行外，橙色
预警强制性减排措施还新增绕
城高速公路G4201环线内区域
持天府通卡乘坐公交免费，持
天府通卡乘坐地铁八折优惠。

据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执行二级响应措施，其中强制
性污染减排措施增加到了8条，
除了全市所有水泥粉磨站、砂
石厂（场）停止生产运行外，还
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停止室外产
生扬尘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喷
涂、粉刷、切割、建筑拆除作业；
停止除市政府批准的重点工程
及应急工程外其他施工工地土
石方作业（包括开挖、回填、场
内倒运）；停止建筑工程配套道
路和管沟开挖作业。

对于排放较大的非道路移

动机械，要求中心城区、郊区新
城建成区内，以柴油为燃料的
非道路工程机械（市政府批准
的重点工程及应急工程除外）
停止使用，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以及运输煤炭、砂石（砖）、水泥
等易产生扬尘的运输车辆也将
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过境重
型载货车全天24小时禁止驶入
绕城高速公路G4201（含）环线
内区域。

市民关注的机动车限行
范围将依旧执行绕城高速公
路G4201（不含）环线内区域，
工作日的06：00至22：00时段，
国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
汽油车和国Ⅲ（不含）以下排
放标准的柴油车禁止通行（特
殊车辆除外），其他车辆（含临
时号牌车辆）按机动车号牌最
后一位阿拉伯数字实行汽车
尾号限行。

值得注意的是，为重污
染天气应急减排做贡献、引导
市民在应急响应的机动车限
行后选择公共交通，橙色预警
增加城市公交、地铁等公共交
通工具的营运频次，新增“绕
城高速公路G4201环线内区域
（含部分站点在G4201环线内
的线路）持天府通卡乘坐公交
免费，持天府通卡乘坐地铁八
折优惠。”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12月24日起启动重污染橙色预警

持天府通卡绕城内坐公交免费 坐地铁打八折
工作日6：00~22：00机动车尾号限行扩大至绕城（不含）内

停工
全市所有水泥粉磨站全市所有水泥粉磨站、、砂石厂砂石厂（（场场））停止停止

生产运行生产运行；；
在全市范围内停止室外产生扬尘和挥发在全市范围内停止室外产生扬尘和挥发

性有机物的喷涂性有机物的喷涂、、粉刷粉刷、、切割切割、、建筑拆除作业建筑拆除作业；；
停止除市政府批准的重点工程及应急工停止除市政府批准的重点工程及应急工

程外其他施工工地土程外其他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石方作业（（包括开挖包括开挖、、
回填回填、、场内倒运场内倒运）；）；

停止建筑工程配套道路和管沟开挖作业停止建筑工程配套道路和管沟开挖作业。。

限行
机动车限行范围将执行绕城高速公路机动车限行范围将执行绕城高速公路

GG42014201（（不含不含））环线内区域环线内区域，，工作日的工作日的0606：：0000
至至2222：：0000时段时段，，国国ⅢⅢ（（不含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以下排放标准的
汽油车和国汽油车和国ⅢⅢ（（不含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
车禁止通行车禁止通行（（特殊车辆除外特殊车辆除外），），其他车辆其他车辆（（含含
临时号牌车辆临时号牌车辆））按机动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按机动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
伯数字实行汽车尾号限行伯数字实行汽车尾号限行。。

新增
绕城高速公路绕城高速公路GG42014201环线内区域环线内区域（（含部分含部分

站点在站点在GG42014201环线内的线路环线内的线路））持天府通卡乘坐持天府通卡乘坐
公交免费公交免费，，持天府通卡乘坐地铁持天府通卡乘坐地铁八折优惠八折优惠。。

四川全省区域性污染已久
在持续，而自12月18日零时我
市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成都各项减排措施也持续加
码。12月21日零时至12月22日
零时，全市经信系统抽查砖瓦、
玻璃、水泥等行业79家企业，抽
查锅炉24台次，巡查“散乱污”
企业157家，目前拉法基水泥、
南玻玻璃等重点玻璃、水泥企
业均已落实橙色预警减排措
施。成都市公安局劝返机动车
1081辆，查处各类相关违法565
件，其中渣土车218件、水泥罐
车204件、工程运输车143件。

工地扬尘，是重污染天气
的重要污染物来源，也是环保
督查的重点。成都市建委派出
督查组9组，督查工地36个次，
要求企业增加施工现场洒水
降尘频率，做好裸土覆盖工
作，严控土石方作业，落实主
体责任。对扬尘在线监测数据
高于限值的项目进行了调查
处理。成都市房管局对金牛区
茶店子片区、锦江区片区等11

个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拆除
工地停工情况进行了巡查，重
点对工地停工期间建渣裸土
覆盖情况、工地打围情况等进
行了检查。成都市城管委组织
了6个专项督查组，昼夜轮流，
明察暗访，对全市应急预案实
施情况进行督查。

科技治霾的力度也在持
续。成都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
控中心于12月21日18：00开始
在郫都区天勤路和老成灌路交
汇处，开展了对重型柴油车的
道路抽检，共检测重型柴油车
17辆，其中2辆排放超标。成都
市气象局在与环保部门强化业
务联动，开展重污染应急专家
联席会议、联合开展每日空气
质量预报等，与市环监站、市环
科院联合开展大气污染气象扩
散条件预估技术探讨，做好重
污染天气监测和预报业务服务
的同时，在新津机场进行“应用
冷却技术人工影响逆温层的研
究与试验”外场试验。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重点玻璃、水泥企业
均已落实橙色预警减排措施

全市上下持续减排 市政府安办、消安办
发冬季防火提示

发现消防安全隐患
快拨96119举报

市政府安办、消安办提醒全
市生产经营单位和广大市民：进
入冬季，天气严寒，降雨量减少，
空气干燥，用火用电用气用油普
遍增多，火灾风险大幅增加，各单
位要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公众自觉加强防范，消除火灾
隐患。发现身边消防安全隐患请
及时举报，举报电话：96119。

一旦发生火灾必须第一时间
进行报警救援，火警报警电话为
119，在报警过程中需讲清起火地
址、起火部位、有无人员被困，并
尽可能讲清着火的对象、类型和
范围。要随时保证通讯畅通并派
人在必经路口等候，引导消防车
迅速到达火场。若发现身边存在
消防安全隐患，请拨打火灾隐患
有奖举报电话96119。在火灾初期
可使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进行
扑救，条件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就
地用打湿的拖把、桌布、床单等进
行扑救。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昨天晚上，“茶馆座谈会”又开张
了，席间高朋是成都各界市民代表，主
题则是大气污染防治。

气氛很宽松，但话题却不轻松。这
段时间，成都重污染天气预警频频启
动，抗霾，已经成为这个冬天成都最为
严峻的课题。就在这次“茶话会”举行
前的短短一周时间内，成都集中出台
了取消“五路一桥”费、限行扩面、地铁
票价优惠三大政策。三大民生政策虽
然各有侧重，但其指向，都与大气污染
防治密切相关。

当成都开启“三步走”的新时代新
征程，实际上，成都，不仅处于一个战
略机遇期，也处于一个矛盾凸显期。这

个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当“幸福城市”、“最有商业活力
城市”、“最适宜新经济成长城市”等一
个个城市荣誉接踵而至，成都也正经
历着转型的阵痛，许多年发展累积的
矛盾与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
时候。比如“蓝天保卫战”，就从“打好”
进入到“打赢”的阶段。说实话，这对政
府的执政水平、执政能力的确是一个
巨大的考验。

比如“五路一桥”费取消了，自驾
出行更方便了，但抗霾的压力却大了；
限行扩面有利于治霾，但却增加了人
们出行的不便；地铁票价优惠鼓励人

们绿色出行，但其背后是巨大的公共
财政投入。一个城市的运转就是这样，
巨大而复杂，许多环节看似互不搭界，
其实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项政策的
制定，每一项决策的推行，都必须在诸
多矛盾对立、诸多利益纠结中去辨清
主要和次要、眼下和长远、局部与整
体。三项政策的集中出台，看似各有各
的点，实际上统筹了抗霾与治堵、发展
与环境。这，考验政府的城市管理理

念，考验政府对公共需求的精准把控，
也考验政府的执行力。

三项政策的出台，无一例外都成
为成都市民的议论焦点。从基本面看，

“赞”的居多，这在情理之内。三项政策
的导向，是推动城市发展从经济逻辑
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
导向，其背后，是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
逻辑。说到底，“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
的本质”，当前成都发展最大的利益指

向，就是对高品质和谐宜居城市的向
往，就是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把握好
这个基本利益，“以人为本”，就找准了
撬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杠杆。当然，也有

“弹”的。这不奇怪，利益多元，表达多
元。无论怎样，来自基层的声音，就是
市民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表达。

如此背景下，“茶馆”的开张，就是
倾听，就是回应，就是协调和理顺，就
是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聚智和聚力。

当个别利益和普遍利益冲突，少
数利益和公共利益纠结，短期利益和
长期利益交织，“共建共享”应该就是
获取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最好方案。

迄今为止，成都今年已经收获超

过230个蓝天，空气优良天数创五年最
好水平。这，就是全城共建共享的结
果。从主动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企业、
商户到积极探索科技治霾的各路科研
队伍，从公正执法的环保警察到勤恳
敬业的环卫工人，以及主动选择地铁、
共享单车这些绿色出行方式的普通市
民，大家都在为大气污染防治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汇集成流，就是成都大
气污染治理的源泉活水。

说到底，抗霾，不是政府的独角
戏。多一分共建，就多一分共享，天空
就多一分湛蓝，城市就多一分质感。

所以，行动起来，大家一起来
抗霾。

大家一起来抗霾
□成都商报评论员 刘琴

由于每个人发言时间有限，有的
几乎是抢起了话筒，不仅谈感受，还
直接向与会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提问。
市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苏非关心的
是，哪些企业会被定性为“散乱污”企
业，政府针对散乱污企业会采取哪些
方面的整改措施。

不过，更多人则在思考，除了享
受蓝天白云，自己也可以为环保做点
什么事情。王健是成都市第二人民医
院神经内一科的主任医师，可能是
职业习惯使然，王健对健康，尤其是
大气环境跟健康之间的关系非常关
注。“我希望政府能够组建成都市雾
霾健康防护专家小组，做雾霾健康
防护知识的正面引导和科普。”

王健说，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源
于王健与女儿的矛盾，每到重污染天
气预警，王健总会提醒女儿戴上口罩，
但女儿“死活就是不戴”，这让王健觉
得和女儿一样的群体缺乏应有的防
护知识。不仅如此，在王健看来，在重
污染天气期间，学校就应该停止户外
活动，但从他掌握的情况来说，有部分
学校仍旧会安排学生在重污染天气期
间在户外活动。这些思考又引出了王
健另一个建议：每个人都要当环保大
使、环保监督员、环保宣传员。

王健说，自己每天都要跑步，空气
质量好时会多跑一公里。以前一看到
空气出现污染他也会抱怨，但现在认
识到，环保不是政府的事，而是每个人
要身体力行的事。现在，王健会定期到
学校讲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科普课，他
认为环保科普课更应该走进课堂、走
进社区，“不仅仅是要让每个人都去宣
传环保知识，还可以让每个人都去当
环保监督员，对于一些违法排污行为
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而是要发动每一
位市民来举报自己身边的违法排污行
为，这样蓝天必将会越来越多。”

这恰好是昨天的主题：社会发
展，需要“共建共治共享”。“我想说，
每个人都要努力，要为环保做点事。”
西华大学汽车交通实验中心主任、高
级实验师王永忠谈起了自己的感受，
比如使用机动车时，也有一些“环保
开车”的方法。樊建川也谈到，自己作
为一个大V应该起到一个更好的带头
作用，为成都天更蓝，水更清做出努
力。他前一天通过统计，发现自己的
员工有接近100台车，因此他回去要
给自己的员工开一个环保说明会，

“只要是骑自行车上班的，我给他补
贴，给他发钱。”话音刚落，掌声扑面
而来。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李彦琴

一年后再开“大气污染防治市民代表座谈会”
今年大家聊了些什么

喜欢去樊建川微博看稀奇的网友一度有些“失望”，平均两三分钟就要发个微博插科打诨一次的他，在22日晚六点过发布一条微博后，突然出现了两个小时的空档。
接近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他的更新才姗姗来迟：市民座谈会，会址在一家普通茶馆，一人一杯盖碗清茶。有网友感慨了一声，哦，原来是喝茶去了。点开随附的两张照片一看，哟，原来旁边坐的是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
有眼尖的人一眼认出来，这不是去年那个茶馆嘛！原来，几乎相同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时隔一年，成都再次在国家级孵化器天府新谷打造的众创空间——蓉创茶馆内，召集大气污染防治市民代表座谈会。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来的人中除了樊建川这种拥有160万粉丝的大腕儿，还有大学教授、医生、公司总监、社会工作者，其中不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座谈会召开当天，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才发布了成都今年自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后的首个橙色预警。在“危机”来临时召开这场特殊的座谈会，意味深长。
网友们显得很好奇，今年大家又谈了些什么？樊建川随手摘录了几句茶馆大屏幕上的字：共建美好家园，共治环境污染，共享蓝天白云——这正是此次喝茶的议题，也将是未来成都的目标：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

从名单上看，今年参加座谈会
的代表有18人，除了樊建川，还有两
个人也参加过上一届座谈会。等大
家都到了茶馆，才发现布局跟上一
次并不一样。

上一次更像是开会，大家是围
坐在拼凑的4张方桌前，这次是真正
喝茶的感觉：会场里依次摆放了11
张桌子，每张桌子围着摆了三张椅
子，桌面上摆三个茶杯。茶杯点点散
开，揭开茶盖，扁条状的竹叶青浮在
水面，蹿着香味儿。

这次座谈会，墙上还多了一个
大屏幕。靠近大屏幕一侧，坐的是座
谈会代表。会场的另一侧，则是来自
各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会谈开始后，大家首先观看了
一则八分钟长的宣传片，记录了成
都今年以来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既汇报了今年的成绩——截至2017
年12月20日，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235天，优良天数比例66.4%，提
前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目标，是
2013年有PM2.5测试标准以来的最
好水平；PM10、PM2.5平均浓度分别
为85、53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
降17.5%、14.5%，均超额完成省政府
下达的年度浓度控制目标——也提

到了不足。
在罗强简要介绍了成都市的“三

大战役”开展情况后，话筒交由网友。
坐在他身边的樊建川，有些兴奋地第
一个“抢走”话筒，去年曾有人打趣他
是来自镇上的“暴发户”，他一开口就
让大家乐呵了，“我现在一个月拿
7000块钱的社保，已经是个领了老年
证的人了，今天特别兴奋。”

这次，老樊毫不避讳地提到下
午去参观过的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
限责任公司，“去看之前心里面还是
有一点打鼓，看了后才知道，他们二
氧化硫的排放，甚至比欧洲的标准
还要高。”他认为这里面可能存在一
些误会，“很多市民对中国石油四川
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是不太了解的，
有些情绪比较极端。”

成都教育科学研究院成人教育
协会秘书长、市政协委员钟锂分析，
这涉及市民环保素质的提升问题，

“我们去参观石化项目的时候，总工
程师给我讲，他说你看见我们的谁
戴了防毒面具在这儿上班，我们在
园区都没什么。”他认为这样一讲，
道理就浅显易懂，“应该用一种科学
的方式，让市民的整体素质提升，让
他们理解整个工作。”

看来这并不只是喝茶，也可以涉
及一些尖锐的话题。绿地集团西南区
域管理总部品牌总监郑莹莹就带来了
第一个质疑，“刚才从PPT上面看到很
多数据，说明成都的空气质量是在改
善，但可能会有网友不相信公布的数
据，会怀疑数据是否造假。”

对这个质疑，成都幸福家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的陈骁波就首先不答应。
他曾参加2016年座谈会，去年也曾对
当时成都的恶劣空气颇为抱怨。今年
他先讲了个故事，去年他母亲从浙江
来成都看他，下飞机后第二天就觉得
嗓子不舒服、咳嗽。今年老人家又来成
都，下飞机就说成都的天气怎么突然
变得这么好，待了两个月，他母亲已然
兴冲冲地去买了套房子，“她说她现在
愿意一辈子在成都，所以我也是很开
心，经过一年的变化感受到成都环境
的变化，这是一个比较注重养生的母
亲的故事。”

事实上，感到空气改善的人，不
仅仅是这位浙江阿姨。彭州市隆丰镇
岚锦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华，平常喜欢
跟石化的一群东北员工唠嗑。以前这
群东北老乡老是说，成都太休闲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阳见得少”，但今
年这群人突然对成都刮目相看，“今

年情况不错，看到的蓝天和太阳要多
些了。”这群石化员工还挺自豪，说这
里面有他们作的贡献，“石化生产的
汽油的标准提高了，汽车排放的尾气
就不一样。”

“其实你这样一想，成都今天发
布了今年首个橙色预警，如果数据上
做点手脚，今天就不会是重污染了。”
现场有负责人回答郑莹莹说，“是不
是这个道理？再说对于数据采集，也
是有《环保法》严格规定的。”在环境
治理上，这名负责人认为这本身是一
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今年是235天
优良天数，明年的空气会不会保证比
现在好，会不会高一些，这个并不一
定。最终还是要各方面结合，差哪个都
不行。”

不过，从长远来讲，肯定会“越来
越好”。这名负责人向大家描绘着未来
城市的前景，如果未来几大污染源少
了，大部分的汽车都换成了新能源车，
轨道交通建设再用三年到五年形成网
络，现在两千个工地，一旦将来都弄好
了，高速度的增长变为高质量的发展，

“所有的污染源都会治理的，但是要有
一个过程，不是在明年，也不一定可能
在后年，但是我们会低于发达国家治
理雾霾的时间段。”

毫不避讳中国石油四川石化项目 所有的污染源都会治理的，但是要有一个过程 除了享受蓝天白云，自己可为环保做点什么？

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我们可以为环保做点什么

减排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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