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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部科技治污提供全球方案

全球最大环保展
落地成都

正在全力打造国际会展之都的成
都再度迎来一个重量级国际会展品牌
的入驻。

昨日，德国慕尼黑博览集团在成都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全球最大环保展
IFAT的中国西部子展落户成都，首届
中国环博会成都展将于 2019 年 6 月
27-29日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办。
现场，慕尼黑博览集团与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城签署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首届中国环博会成都展
明年西博城开幕

据了解，慕尼黑国际环境博览会
（IFAT）始办于1966年，每两年一届在
慕尼黑举办，是当今世界上最领先、最
重要的水和污水处理，废弃物处理与
回收利用以及自然能源领域最新产
品、技术和服务的国际性专业博览会。
作为IFAT全球系列的中国展，中国环
博会继上海、广州之后，“2019成都国
际生态环境保护博览会暨首届中国环
博会成都展”将于 2019 年 6 月 27-29
日首次落地成都，在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城亮相。

首次落户成都，首届中国环博会
成都展将带来哪些惊喜？记者了解到，
成都环博会主要涉及水、大气、固废及
土壤四大重点领域，将筛选国内外领
先的企业及技术参展。除国家展团外，
还将专设创新技术及农村污染治理专
区，其中农村污染治理专区将重点针
对农村污水及畜禽废弃物处理的解决
方案进行集中展示。

成都环博会同期还将举办“国际
环境产业高峰论坛”，论坛将由一个主
论坛以及水、大气、固废及土壤4大领
域分论坛组成，主论坛将邀请国内外
环保专家、中科院院士、政府官员及优
秀企业家到会演讲，各分论坛将聚焦
十几个环保细分领域。依托品牌的国
际化背景，成都环博会将充分共享
IFAT 全球系列环保展的参展商及专
业买家资源，为展商搜罗全球买家，向
世界各地的企业传递成都市的经济发
展实力，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

为何落地成都？
为西部科技治污提供全球方案

在谈到为什么IFAT要在成都设
立中国西部子展，慕尼黑博览集团全
球环保总监 Mr.Christian Rocke 以及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
理江刚先生给出了答案。Mr.Chris-
tian Rocke表示：“2018 年慕尼黑IF-
AT展接待了3200名来自中国的政府
官员、行业用户及采购商，我们深切地
感受到，中国政府正坚定不移地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带动了社会各界对环
保科技的巨大内生需求。”

同时，江刚认为“中国西部市场是
全球目前最活跃、发展最快速的区域
之一，成都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建设的交汇点，蕴含着无穷的机
遇。我们认为在西部、在成都发展壮大
我们的业务，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
目标。”据悉，中国环博会成都展将坚
持市场化运作，坚持国际化、专业化、
品牌化的办展办会原则，致力于打造
高端会议+优质展览相结合的中西部
地区最大环保展。依托IFAT全球资源
与环博会中国环保产业 20 年的品牌
积淀，中国环博会成都展将为中国西
部打好治污攻坚战带来全球解决方
案，同时也向世界各地的企业传递四
川及成都的经济发展实力。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场持久战，
在攻坚战的开展过程中，西部的环保产
业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具有很大的
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预计到2020年，
仅成都市环保产业总产值都将达到
1000亿元。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易
波表示，中国环博会的落户，势必带来
更多更好国际先进的环境治理技术和
管理服务经验，为成都市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和环保产业发展助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实习生 曾那迦

成都铁路公交化改造获批
将新建动车运用所

11月28日，记者从成都市交委官
网了解到，近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与四
川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复《成都市域铁路
公交化运营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同
意对成都市既有铁路进行公交化改造。

同时，同意成都新建铁路联络线、
动车运用所及购置动车组，满足市域
公交化列车开行要求。利用既有铁路
资源加密开行市域铁路公交化列车，
提升铁路运输服务范围和服务质量，
对增加城市轨道交通有效供给，进一
步完善成都绿色交通出行体系具有重
要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目前成都正加快推进成都平原经
济区铁路公交化运营，成灌（彭）铁路
即将率先迎来全新的公交化动车组。
新建铁路联络线将让成灌、成绵乐和
即将开通的成蒲铁路联系更加紧密。
而新建动车运用所，能为成都公交化
动车组的运行管理、检修维护等提供
坚实的后勤保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
成都打响冬季蓝天保卫战
重点行业企业将严控排放

铁腕
治霾

冷空气活动偏少、大气污染扩
散气象条件略偏差，污染防治形势
比上个年度严峻……面对秋冬季不
容乐观的大气形势，成都蓝天保卫
战将怎么打？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政府官网
获悉，《成都市2018-2019年蓝天
保卫战冬季战役方案》已经正式印
发，以“冬季战役期间（2018年 11
月 20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5%左
右，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确保完成
省政府下达的2018年度空气质量
目标：PM2.5低于 55 微克/立方
米，优良天数率达到65.3%。”为目
标，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

对于机动车保有量位居全国
第二的成都来说，移动源污染专项
治理显得尤为重要。记者了解到，
成都将在冬季开展重型柴油车专
项联动执法检查，对超标排放等违
法车辆，一律依法从严处罚、劝返，
并要溯源、曝光排放检验机构、所
属运输企业注册登记地等信息。
对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出
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临时更换
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

行为，依法严厉处罚，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非道路移动机械
监管方面将每月开展 3 次及以上
专项检查，对违法使用的单位（工
地）实施联合惩戒。对货运车辆监
督管理，将开展外地过境货车四
环路（含第一绕城高速，G4201）范
围 内 限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计 划 于
2019年2月28日前完成。

工地及道路扬尘综合治理，成
都也将持续加码。记者了解到，各

施工工地在设置扬尘防治设施的
同时，还将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混凝土搅拌
站企业扬尘在线视频监测的安装
及使用，强化工地清洁降尘管控措
施，施工工地因未落实扬尘防治措
施被公开通报的，除依法给予相应
处罚外，依法责令停工整改，记入
不良信用信息记录。

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
成都将确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期

间成都市政府批准允许施工的重点
及民生工程项目名单，并向社会公
开。经成都市政府批准允许施工的重
点及民生工程项目，必须使用《成都
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名录》内车辆，
引导施工单位优先使用新能源车或
国Ⅳ排放阶段及以上的货运车辆（渣
土运输车须使用国Ⅴ排放阶段及以
上车辆）、电动或国Ⅱ排放阶段及以
上的柴（汽）油工程机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火电、钢铁、水泥、平板玻璃 重点行业企业将严控排放
“散乱污”整治依旧是蓝天保

卫战的首要任务。据悉，成都将持
续推进“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在
完成新一轮“散乱污”企业排查的
同时，全面推进“散乱污”企业分
类处置，对依法关闭类企业，实施

“两断三清”，不具备“三清”条件
的，将采取集中封存设备、原料、
产品等措施，使其不再具备恢复
生产条件。对整改规范类企业，在
未完成整改工作前，一律停产，对
调迁入园类企业，整合搬迁期间，
一律停产。

错峰生产、限产、停产……在
针对工业污染综合治理方面的一
系列“逗硬”措施也传递出了成都

“铁腕治霾”的决心。为减少排放，
将全面实现燃煤电厂稳定超低排
放，冬季战役期间无法稳定实现超
低排放要求的需实施错峰生产。四
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市长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
冶金实验厂有限公司、成都天马铁
路轴承有限公司在冬季战役期间
将不得使用加热炉，对外购钢坯进
行轧钢作业违者将被列入限产范

围。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兰丰水泥有限公司、四川
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3 家水泥企业
（共8条生产线）在冬季战役期间无
法稳定实现氮氧化物超低排放要
求的生产线将纳入错峰生产，停产
时间不少于50天。平板玻璃生产企
业超低排放治理方面，将加快推进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3条生产线
和明达玻璃（成都）有限公司2条生
产线超低排放治理。11月20日前，
未完成低氮燃烧、脱硫深度改造的
生产线按要求列入限产范围，限产

比例不低于 10%。对 2018 年 10 月
26日新调整划入中心城区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内，其现存的金属熔炼
设备仍使用第Ⅲ类高污染燃料的
企业，在2018年11月20日至2019
年1月31日实施错峰生产，其金属
熔炼设备停用时间不少于30天。

此外，今年11月底前成都将完
成127家重点行业VOCs污染治理
设施达标排放情况抽测工作，对不
达标的依法处罚，整改达标经验收
并报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备案后方
能恢复生产。

拟对外地过境货车四环路范围内限行进行可行性研究

太空上的生活是啥样太空上的生活是啥样？？空间站有没有英特网空间站有没有英特网？？
宇航员宇航员：：有有WIFIWIFI，，但信号没有地球好但信号没有地球好

高中生VS宇航员，
他们聊了啥？
Q：“不同国家的宇航员沟通用什么语言？”
A：“平时都用俄语，也会用到英语。”
Q：“国际空间站会延长服役时间吗？”
A：“将延长到2024年。”
Q：“宇航员在太空是否会感到孤独？”
A：“时间很紧，没有时间孤独。”
Q：“上面看出去风景怎么样？”
A：“非常好，能够看到大洋、岛屿、还能看到极光。”
Q：“空间站有没有英特网？”
A：“上面也有WIFI，但是信号没有地球好。”

“OK！ I hear
you！”电台扬声器
里，短暂杂音之后，传
来了宇航员谢尔盖·
普罗科皮耶夫的声
音。成都树德中学国
际部教室里，张理德
握着麦克风，脸上露
出了微笑，身边的同
学们轮番上阵，将早
已准备好的问题，抛
向了电台那头的国际
空间站。

“你在太空感到
孤独吗？国际空间站
有英特网吗？国际空
间站会延长服役时间
吗？”11 月 28 日这
天，张理德和同学们
还在整理着宇航员的
答案，“时间太短，最
后一个回答没听清，
发邮件过去确认一
下”。为了与国际空间
站宇航员这短短十多
分钟的对话，张理德
从 去 年 就 通 过
ARISS发申请，一直
到今年9月，申请终
于有了下文。

11月22日，无线电天线总算在
教学楼顶架设完毕，晚上7点，教室
里坐满了学生，张理德和他的伙伴
们仍旧在电台前忙碌着。从去年11
月开始，他就向ARISS发出了申请。
ARISS“国际空间站业余无线电通
讯计划”是由多个国家的国家级业
余无线电组织、国际业余无线电卫
星组织（AMSAT）以及多国的宇航

机构共同发起的面对青少年的科技
项目，让学生能通过业余无线电与
太空中的宇航员对话。

申请“和宇航员通话”这个项
目，前提条件就是已经考取到业余
无线电执照，还要有一定技术能力
和系列教育方案。已经高二的张理
德，在去年11月就已经发出过申请，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首次申请并未

通过，今年9月，他再次发出了申请。
9月29日这天下午，他收到了邮件，
对方同意了他的申请，并在邮件中
表示，将尽快确定对话的时间。

经过反复的沟通之后，张理德
的邮箱里，发出和接收的邮件共有
32封，通话的最终时间确定在了11
月22日的19:20，国际空间站飞跃中
国上空的时候。

架设无线电 与太空中的宇航员对话

要 让 这 次 对 话 能 够 顺 利 完
成，张理德也在自家的楼顶架设
了无线电台，反复调试，通过接收
空间站数据包等方式来测试设备
的状态。“在楼顶就调试了四次，
第一次还失败了。”他介绍说，由

于旋转器在转动的时候对频段有
干扰，他不得不在接收过程中调
试旋转器。就在排除干扰的时间
里，空间站已经从头顶飞过去，信
号越来越弱。

“通话只有十分钟时间，必须保

证中途不会出现问题。”张理德的
同学黄泽戎帮着一起架设设备，后
来在教学楼天台架设天线的时候，
大家也因为下雨、旋转器角度下垂
等原因，到天台布置了三次才最终
完成。

在家反复测试 通话时间只有十分钟
四次
调试

两次
申请

向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问哪些
问题？很快，张理德征集了 14 个问
题，张理德说，他自己最感兴趣的问
题就是不同国家的宇航员沟通用什
么语言。

在22日19点24分，完成最后的
调试后，电脑显示器上国际空间站
的信号范围来到成都上空，谢尔盖·
普罗科皮耶夫给出了他的答案。“他
们平时都用俄语，也会用到英语，但
他们调侃说，自己的英语都是俄式
英语。”张理德说。

“国际空间站将在几年内面临
退役，你们会延长服役时间吗？”针
对此前有媒体报道国际空间站原本

计划在2020年退役的说法，宇航员
们也表示将延长到2024年。对话中，
也有同学询问，宇航员在太空是否
会感到孤独，宇航员给出的回答是，

“时间很紧，没有时间孤独”。在空间
站中，他们要种植植物，观察它们在
无重力环境中的生长状况，同时也
要观察自己身体，特别是眼球和脊
柱的变化。当然，他们也会运用设备
来观察地球的变化。

通过对话，成都树德中学国际部
的同学们也知道这些宇航员已经在
空间站待了190多天。“上面看出去
风景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提问，宇航
员表示，“非常好，能够看到大洋、岛

屿、还能看到极光。”“空间站有没有
英特网？”宇航员吐槽说，“上面也有
WIFI，但是信号没有地球好”。

教室里，学生们排着队，用英语
快速提出问题，不过时间还是过得
很快，通讯设备中噪音越来越大，不
得不结束对话。

这次对话结束后，数据很快录
入了 ARISS 官方网站，成都树德中
学国际部也成为了中国第五所成功
通联ISS宇航员的学校，张理德也成
了西南地区首次成功用无线电通联
国际空间站上宇航员的中学生，前
面四次分别是南京、上海、广州、新
北市的四所学校。

排着队用英语提问 国内学生第五次进行“天地对话”
14个
问题

圆梦圆梦//

小时候看百科全书，张
理德就对摩尔斯电码这些
东西产生了浓厚兴趣，长大
后接触了无线电，这也成了
他的业余爱好。“小学订阅
资料，他就喜欢订电脑报、
无线电报。”张理德的父亲
张先生告诉记者，小升初的
时候张理德就想加入四川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协会，后
来因为年龄的原因，无奈只
有暂缓。

2017年，张理德分别考
取中、美两国的业余无线电
操作证书和执照，并加入四
川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协会。
在学校，他还创建了树德国
际部业余无线电社团，用无
线电通联了全球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当时想着能
够锻炼他的口语，家里人也
比较支持。”张先生说，家
里人对孩子的这个爱好还
是比较支持。

张理德则表示，无线电
将作为一种爱好，一直坚持
下去，而这次完成和空间站
的对话，对他来说，则是完
成了多年来的一个梦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廖静 图
由受访者提供

与空间站对话
是多年来的梦想

同学们在和宇航员对话

成都中学生

国际空间站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