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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可持续的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依法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
制责任保险制度，逐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制度，建立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即将于
9月1日起施行的《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全省乃至全国首次规定了
水环境保护四项基本制度，建立起奖励达标、鼓励改
善、惩戒恶化的正向激励、反向约束机制，将沱江流
域7座城市的水环境保护工作紧紧系在一条绳上。

这也是我省第一部流域保护类省级法规，《条
例》从监督管理、水污染防治、饮用水水源和其他特
殊水体保护、生态保护等方面作了制度设计，共七
章六十五条。8月20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

《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新闻发布会，解
读《条例》为沱江保护推出的新措施。

首次探索建立
水环境保护四项基本制度

记者了解到，写入《条例》的四项基本制度中，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四川立法的先行先试；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是延续上位法在四川省的细化；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两项制度上位法暂未规定，但借鉴了兄弟省份的地
方立法经验而写入《条例》。

《条例》起草人之一、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院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刘新民告诉记者，这
四项制度均是利用环境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
问题的典型制度。其中，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排污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三项
制度有利于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代价价
值化，并计入生产成本。

“从环境污染预防到环境事故发生、环境损害
产生全过程，厘清相关利益群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责任与权利，以达到通过经济手段减少或遏制
企业排污的作用。”刘新民说。

有多严？提高处罚下限
超标排污最少处罚20万元

沱江是四川省工业城市最集中的河流，以不到
四川省4%的水资源量，承载了全省25%以上的人口
和30%以上的GDP，是四川省城镇最集中、人口最
密集、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同时，沱江也是四川省
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工业污染不容忽视。

经历21次改稿3次审定的《条例》，以严管共治
为目标，对沱江流域的水环境保护“从严”规定。

《条例》规定禁止在沱江干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
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在合规园区
外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等
高污染项目。针对沱江流域最严重的总磷超标问
题，《条例》对实施总磷污染防治特别措施、实施取
水许可、地下水取水作了严格规定。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杨筠表示，要
建立起最严格的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因此在规定
法律责任上，《条例》提高了处罚下限，从严处罚。例
如，《条例》在水污染防治法处罚规定的基础上，对超
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处以20万以上10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关闭。

有多细？规定约谈情形
8类情形要约谈政府主要负责人

《条例》第二十三条细化了省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对水环境质量、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有
突出环境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敷衍整改、整改责
任落实不力等八类情形约谈本地人民政府主要负
责人的规定，并将约谈情况向社会公开。

加强信息公开是《条例》的一个亮点，除了公开
约谈情况，《条例》还明确了负有水环境保护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水环境质量状况，重点
排污单位水污染物监测及不定期抽查、检查、明察
暗访等情况，水环境质量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等十项环境信息。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公开主要污染
物、水污染防治、排放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情况
等四项环境信息。同时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排污
口设置、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等也规定了应当向
社会公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6支世界级特技表演队亮相
2019四川航展，除了白天的飞行
表演外还新增夜间焰火秀。

20日上午，2019 四川国际航
空航天展览会例行发布会获悉，
2019四川航展吉祥物“星宝”正式
亮相，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百名“最
美志愿者”鲁鹏获赠首张贵宾票。
即日起社会公众可通过官方售票平
台提前购买到航展门票。此外，还公
布了确定参加本届航展的意大利蓝
环等6支特技飞行表演队资料。

航展吉祥物“星宝”亮相

20日上午，正式揭晓了本届
航展的吉祥物形象，并公布了通
过公开征集获得的名字“星宝”。

据广汉市委宣传部部长阙显
凤介绍，吉祥物“星宝”的设计灵
感来自三星堆人首鸟身像，组委
会根据网友点赞投票的结果最终
取名“星宝”，“星“对应此次航展
地址以及吉祥物原型；“宝”则包
含了新时代“蓝天人”的可爱。

其整体造型设计，还原了包
括青铜像翅膀、头饰等全部重要
元素符号的形状与纹路。其胸口
的太阳符纹既呼应了青铜像中胸
前的太阳符纹，也融入了此次航
展LOGO的设计元素。

“星宝”前卫的飞行员服饰体
现了航展代表的前沿科技元素，

又让原本遥不可测的古代“神灵”
形象更具现代感和亲和力，活泼
的造型也让大众更能在情感上形
成共鸣。

6支“世界级”特技表演队表演

飞行表演作为航展最重要的
环节，航迷最关心在本届航展上能
够看到哪些动人心魄的特技表演。

“目前已经确定邀请了6支世
界知名特技飞行表演队，共23架
特技飞机来参加本届四川航展。”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这6支世界
知名特技飞行表演队分别是：拉脱
维亚波罗的海蜜蜂特技飞行表演
队、欧洲环球之星特技飞行表演
队、意大利开拓者特技飞行表演
队、英国空中焰火特技飞行表演
队、意大利蓝环特技飞行表演队和
欧洲极限天空特技飞行表演队。

其中，有3支特技飞行表演队
具有在傍晚和夜间表演空中焰
火、音乐灯光秀和地面焰火飞行
的资质和能力。航展期间的每天
傍晚日落前后，他们将凌空展翅、
划破长空，上演精彩绝伦的“晚霞
飞行音乐秀”，即特技飞机在地面
音乐的伴奏下，空中燃放焰火并作
LED灯光秀，为广大航迷带来场极
为震撼、梦幻般的视听盛宴。

“最美志愿者”鲁鹏获赠门票

本次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本

届航展的门票销售价格，五类门
票售价分别为：普通观众票220
元、夜场票120元、半价票110元、
专业观众票680元、贵宾票2800
元。另外，还有限量发售5000张的

“早鸟票”180元。
航展组委会向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百名“最美志愿者”鲁鹏赠送
了第一张贵宾票，向参与航展场
馆建设的五冶建筑工人代表蒋铁
林赠送了首张普通观众票。同时
向“成都商报小记者”张淳然、曹
婉晴赠送了半价票。

据介绍，普通观众票票价与
上届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本届航展新增了夜间飞行表演
和音乐节，购买普通观众票的观众
可以全天候观展，实际上享受到了

“加量不加价”的观展体验。而新增
的夜场票也是针对夜间飞行表演
和音乐节推出的专属票种。

目前，航展官方售票平台已
经正式推出：微信搜索关注“四川
国际航展”公众号（微信号：si-
chuanairshow）点击“立即购票”，
即可购买普通观众票、夜场票、贵
宾票和专业观众票。半价票是针
对年满70周岁的老人和身高1.4
米以下的少年儿童推出的优惠票
种，不过必须前往航展现场进行
购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律
师说

法

2016年，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女生小容（化名）初中毕业报考了《巴中市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农村医学生
实施方案》定向生，在校学习3年，今年毕业后拿到了护士证和毕业证。

然而，当她按照签订的协议到定向服务单位——平昌县荔枝卫生院就业报到时，却被院长告知单位
人员已满，要上班只能按临聘人员发工资。

已准备好去上班的小容，听到这个消息，哭了。小容的父亲表示，当初报名定向生培养时，听说读了后“可以
在编在岗”，按照签订的协议，学生取得学业证书后安排到定向服务单位就业，定向服务单位为学生提供服务岗
位并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学生享受与定向服务机构在编在岗同类工作人员相当的工资福利待遇……

而如今，女儿小容按要求毕业，却不能“在编在岗”。对此，平昌县荔枝卫生院院长表示，双方签订的协
议中并没提到有编制，只有考试才能入编。平昌县卫健局表示，“在编在岗”系家长误读了协议，协议中提
到要考试通过后才能入编。对于卫生院没有岗位，可以考虑安排在其他空岗的卫生院。

《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
例》将于9月1日起施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入法为全国首例

吉祥物“星宝”亮相
支世界级特技表演队将亮相四川航展

近500幅珍贵图片，更有百米水墨画

全球首部官修《大熊猫图志》正式出版

“大熊猫栖息地水墨画《生生不息》卷长106米，
高0.68米，共分为4卷，分别是从夹金山至碧峰峡，从
碧峰峡至天台山，从天台山至汶川三江源，从汶川
三江源至九寨沟。163只形态各异的大熊猫融入画
卷……”翻开《大熊猫图志》，光是这幅画就让人移
不开眼了。

20日，记者从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获悉，
在大熊猫科学发现150周年之际，由四川省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四
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编著的《大熊猫图志》（中英
文版）日前正式出版，并作为方志出版社参加8月21
日在京开幕的2019年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BIBF）宣传册封面图书予以推荐。

据悉，这部图志是2018年四川推出全球首部
官修志书《四川省志·大熊猫志》之后，再次推出的
以大熊猫题材为主要记述对象的力作。《大熊猫图
志》以图照和画作为主要内容，《四川省志·大熊猫
志》则主要为文字记录，两部巨著各有侧重，共同
构成中国官方全景记录大熊猫的史志作品集群，
是人类长期观察和记录大熊猫历史以来，最为权
威的史志著作。

该部志书是全球首部以大熊猫为记述对象的
官修图志，旨在以通俗简洁的语言和丰富精美的图
片与画作，向社会各界全方位展示大熊猫的起源、
生态、研究、保护和文化等内容。《大熊猫图志》分物
种、生活、环境、研究、保护、文化6个篇章，近400页，
约25万字，收录近500幅珍贵图片，通过权威的资料、
客观的描述和丰富的图片，全景展现了大熊猫由濒
危到“易危”、与人类渐行渐近、日益亲密的历程。

据悉，《大熊猫图志》中英文版出版后，还将出
版其他语种。向世界各地发行，让大熊猫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四川。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报了定向生培养
报到时却被告知人满了

家长：“在编在岗”怎么变“没编没岗”？
卫健局：“在编在岗”系家长解读有误
律师：单位应按协议接纳定向培养生

2016年，巴中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印发《巴中市订单定向
免费培养农村医学生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
通知。《实施方案》提到，根据
巴中市农村卫生人才状况，按
照各县（区）农村卫生人才需
求计划，从2015年起，用三年
时间订单定向培养450名农村
医学生，重点补充乡镇卫生
院、地名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
学专业技术人员，夯实农村卫
生人才基础。

同年，平昌县驷马镇女孩
小容在巴中市职业技术学院
（通江县中等卫生职业学校）助
产专业全日制中职医学教育学
习。2016年9月8日，小容与平昌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现改名
平昌县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

“卫健局”）签订《2016年巴中市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
协议》。在协议中，小容定向服
务单位为平昌县荔枝卫生院。
按照协议要求，小容须到定向
服务单位定向就业，且在定向

服务单位连续工作8年（含8年）
以上。在毕业后3年内，应当取
得《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或

《护士资格证书》。
据小容父亲胡建（化名）介

绍，2019年8月14日，小容前往
平昌县荔枝卫生院报到时，被
卫生院王院长告知，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已满，没有
岗位，要上班只能按照临聘人
员发工资，“每月1000多元”。

胡建说，当天小容哭着回
来，自己和卫生院王院长电话

联系，对方说没有岗位，“现在
财政压力大，要上班，只能按照
临聘人员安排”。

8月19日，小容还在家等
着，她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说：“自己都准备好了去上
班，结果他们不要我了”。

胡建介绍，如果女儿不去
卫生院，牵涉到违约要赔偿违
约金，算下来也有10万元左右，
普通家庭无法承受，只能按照
协议办。另外，考虑到要工作，
小容也没有参加今年的高考。

四川瑞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建介绍，定向培养服务的协议是有
法律效力的，定向服务单位应该按
照协议要求接纳定向培养的毕业学
生。王建认为，即使人员满了，平昌
县卫健局也可以在辖区范围内做出
调整安排定向培养的人员，只要双
方协商同意，这也符合相关要求。如
果卫健局确实不需要定向服务培养
的学生，应该按照《合同法》的相关
约定，可进行相关的责任赔偿。

另外，王建表示，虽然卫健局说
今年下半年有相关招聘信息，定向
培养学生可以报考，但在这之前仍
要履行当前的协议内容，学生是否
报考，要看招考条件，再作安排。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小虎介绍，双方的协议具
有法律效力，协议中提到“甲方未履
行为乙方提供就业岗位责任、造成
乙方不能按时就业上岗的，乙方有
权向甲方提出及时安排就业岗位。”

陈小虎认为，协议中说明了这
一点，乙方的权利还是有的。如果甲
方不能提供岗位，乙方这个时候无
法履行义务，可以视为终止协议，原
因是甲方自己造成，乙方可不因协
议没有履行赔偿甲方。

从另外一个角度，陈小虎认为，
平昌县卫健局提出可调到其他卫生
院的空缺岗位，这个需要看协议的
变化，新的岗位，协议（或者合同）必
然要发生变化，如果在现在的协议
上，只是改变了合同的定向服务单
位，那么，8年服务期限还是需要履
行。如果是另外再签订协议（或合
同），与现在的协议不同，就要按照
新的协议履行义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如今，小容和父亲胡建一
脸愁容，小容无法到单位上班，
胡建则到处找人咨询相关政策。

胡建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当初招生的时候，
听说‘可以在编在岗’，可毕业
后到单位报到，怎么就不要了
呢”？对此，他有些想不通。

胡建说按照协议总则，第
一条就说得很清楚：“志愿参

加并获准接受免费培养的学
生须按本协议约定完成学业，
取得毕业资格（有毕业证书，
下同），并按本协议到约定的
单位定向就业。”

而在2019年，小容在学校经
过3年的学习，顺利拿到了毕业
证，也获得了《护士资格证书》。
胡建介绍，按照小容的学习成绩
符合协议的要求到单位报到。在

协议的第四条：“甲方（卫健局）
负责督促定向单位（卫生院）为
乙方提供服务岗位并与乙方及
时签订劳动合同”。

同时，在第六条中还规定：
“定向服务机构（卫生院）落实与
乙方享受与定向服务机构在编
在岗同类工作人员相当的工资
福利待遇，按照政策规定完善医
疗、养老等服务保障。”

胡建称，现在的情况是，定
向服务单位不但不履行协议，不
签订合同，还把定向培养的学生
当成临时员工对待。胡建说，当
初考虑到签了协议有赔偿责任
的约束，而毕业后就有份工作，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份保障，所以
一直让女儿坚持到毕业。

“谁知道，协议签了，现在
却没有班上。”他说。

8月19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记者联系上平昌县荔
枝卫生院王院长，他介绍，小容
签订的协议中没有提到编制问
题，不存在“在编在岗”，要有编
制，只有再考试。针对小容来上
班的情况，王院长表示可以来
上班，记者提到什么岗位时，王
院长不做回答，称“自己没有解
释权”。

记者在胡建手中拿到一份
通话录音，胡建称录音是小容

报到后，胡建与王院长的对话。
通话中的“王院长”说，上班可
以，只能按临聘人员安排，医院
自己发工资，一个月1000多元。

随后，记者来到平昌县卫
健局，该局局长张光宇介绍，整
个协议里面并没有提到定向培
养的学生读后有“在编在岗”，只
有通过考试才能获得编制。他拿
出协议，在协议第十一条中提
到，“（乙方）见习期满甲方考核
合格后，符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考核招聘条件的，有权要求甲方
按照相关人事政策考核招聘，按
照程序考核招聘为定向服务机
构编制内工作人员。”

对于胡建说的“在编在
岗”，张光宇表示，家长解读可
能有误。

但是，根据小容的情况，张
光宇表示，定向服务的卫生院
人员已满，可以考虑调到其他
有空缺岗位的卫生院，待遇按
照同岗位同级别对待。

此外，平昌县卫健局人事
股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小容是
护理专业，学历属于中专（中
职），现在按照招考条件，学历
受到很大限制，她可先工作再
申请在读全日制大专，符合人
事招考条件，可再考试通过入
编。考虑到小容这类定向培养
学生，工作人员还表示，今年下
半年平昌县卫健局有人事考
试，目前正考虑是否解决一部
分中专（中职）定向生。

双方协议有法律效力
单位应按协议要求
接纳定向培养生

：
到定向服务单位报到 却被告知工作人员已满学生毕业：

：

报考时听说可以“在编在岗”“怎么就不要了？”家长疑惑：

：

卫健局局长称家长解读有误 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获得编制相关部门：

小容的成绩合格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