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升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水平，最新修订版的《成都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年修订）》（征求意见稿）日前正式公开征求意
见。与旧版本相比，最新版本应急预案有什么新内容？面对重污染天气
时，是否会采取更严、更新的应对措施？

11月7日，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采访时，对新修订版本应急预案的新变化一一进行解
读，并透露，按照程序报批后，新修订的《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2019年修订）》有望在今年冬季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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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都江堰市市场监管局
针对在前期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
行动中查找出来的问题，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联动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开展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暨友善优雅大讲堂文明餐
桌专场活动，对全市范围内110余名
中小餐馆责任人代表及工作人员开
展培训，强化行业自律意识。

都江堰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
监管科科长李亚莎在讲堂上针对餐
饮单位如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等相关内容给予指导，一要严格按
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重点做好店内环境卫生和工作人员
个人卫生，设置与食品供应方式和
品种相匹配的加工操作场所；二要

配备满足需要的冷藏、冷冻柜，“四
防”等卫生设施，半成品、成品存放
须有明显区分；三要保留好食品进
货台账和索证索票资料，合法处置
餐厨垃圾并保留产生、收运、处置台
账。活动还邀请了国际注册高级礼
仪师教授礼仪方面的相关知识，特
别强调了作为餐饮行业工作者，为
消费者提供打包餐盒、张贴文明就
餐标识、营造文明餐桌良好氛围的
重要性。

截至目前，该局已对辖区内
8124户次餐饮单位进行了现场检
查，整改252家，下一步，将对餐饮行
业开展重点整治，加强监管力度，切
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取消蓝色预警
预警分级由4个调整为3个

梳理新旧两个版本的应急预案，
记者发现，新修订版本的应急预案将
重污染天气预警由现行的四个等级
统一调整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
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根
据空气重污染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
健康防护引导、倡议性和强制性减排
措施。

“按照生态环境部和省生态环境
厅预警分级标准，删除了蓝色预警。”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修订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在PM2.5
基础上新增AQI作为分级条件，对预
警分级标准作了进一步调整完善。

黄色预警：预测PM2.5浓度>115
微克每立方米将持续48小时及以上，
且短时出现重度污染；预测AQI（除
PM2.5以外的其他污染物）日均值>
200将持续48小时及以上，未达到高
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预测PM2.5浓度>115
微克每立方米将持续72小时及以上
且PM2.5浓度>150微克每立方米将
持续24小时及以上；预测AQI（除

PM2.5以外的其他污染物）日均值>
200将持续72小时及以上。

红色预警：预测AQI日均值>200
将持续96小时及以上，且预测AQI日
均值>300将持续48小时及以上；或
预测AQI日均值达到500。

首次对重点工业企业
提出“一厂一策”的理念

一旦出现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
是否限、停产，一直是社会关切的话
题。而在本次修订的应急预案中，首
次对重点工业企业提出“一厂一策”
的理念。

修改红色、橙色、黄色预警状态
下，列入限产、减排名单的“涉及大气
污染物排放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
厂一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
案执行限产、减排措施。”

其中，新增红色、橙色、黄色预警
状态下，易产生扬尘的建材禁止露天
敞开堆放和加工，产生挥发性有机物
的房屋建设、房屋修缮、大型商业建
筑装修、外立面改造、道路画线、道路
沥青铺设以及汽车维修、广告等行业
的喷涂粉刷作业停工。以及停止“房
屋拆除”作业要求。

除此以外，新修订版本对非道路
移动机械的管控也更科学。该负责人
介绍，通过前期的备案登记、标志管理
和进出场台账管理摸清我市非道路移
动机械底数后，本次修订预案对非道
路移动机械管控措施更具针对性。

“对比旧版本橙色、红色预警‘以
柴油为燃料的非道路工程机械停止
使用’的要求，新版本提出的‘施工现
场国Ⅱ及以下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停
用’更加科学，给本市机械租赁公司
和其他机械所有人加快更新换代、减
少污染排放以更加鲜明的导向。”

重型载货车限行更明确
24小时禁入四环路

限行是新修订版本最受普通市
民关注的内容之一。其中，红色预警
期间的应急措施力度最大。

四环路（成都绕城高速公路，不
含）环线内区域03∶00至24∶00时段（春
节放假期间，国Ⅰ以下排放标准的汽
油车和国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柴
油车以外的其他车辆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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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

该负责人表示，本次应急预案修
订还明确了重型载货车的限行要求，
使措施更具操作性。“悬挂大型汽车号
牌（黄色）且核定载质量5吨（不含）以上
的货运车全天24小时禁止驶入四环路
（成都绕城高速公路，不含）环线内区
域，但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特殊车辆
除外。”该负责人表示，此项举措将有
效压减重型载货车的污染物排放量。

值得关注的是，新修订版本的应
急预案在保持应急减排力度不放松，
对应急措施优化完善的同时，还对保
障民生及社会正常运行的举措进行
了保留，最大可能减少对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比如，在二级响应（橙色预警）及
以上级别的强制性减排措施中明确，
在增加城市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
具的营运频次的同时，四环路（成都
绕城高速公路）环线内区域（含部分
站点在四环路环线以内的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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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又是一年求职季，2020届高校毕
业生已经着手寻找工作，与此同时，
各地对中小学教师的招聘也拉开了

“竞争”帷幕。近日，成都东辰外国语
学校爆出“百万年薪招老师”，如此高
薪迅速引来了广大网友的讨论。这样
高薪招的到底是什么神仙教师？

11月7日，记者联系上学校招聘
老师，该老师表示，百万年薪招的是
竞赛教练，同时并不是进校就是百
万，而是有许多附加条件，目前，学
校已经在接洽部分应聘老师。

记者从一个教师招聘网站发布
的信息看到，该学校是位于温江的成
都东辰外国语学校。学校一共招聘小
学、初中、高中、学科竞赛教练等四类
老师，其中，学科竞赛教练包含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五类，应
聘条件分为应届高校毕业生和在职
教师两类，没有对竞赛教练招聘要求
有单独说明。在待遇上，竞赛教练的

薪酬为30万-60万/年，而高级竞赛教
练的薪酬达到60万-100万/年。此外，
会提供一流的薪酬福利等，还会为竞
赛教练等特优教师提供人才津贴。

记者根据招聘电话，联系到负
责此次招聘的一位老师，该老师表
示，百万年薪招的是竞赛教练，同时
并不是进校就是百万，而是有许多
附加条件，“起薪20万，并不是网上
的60万，这是网站工作人员操作失
误，上限一百万，条件是要带出国家
级竞赛种子选手，除此之外还有其
他附加条件，要看条件是否满足。”
具体的附加条件，老师表示不便透
露，但是学校对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信息学竞赛教练都展开了招聘。
自招聘开始以来，该老师表示，每天
都有无数电话打进，目前，学校已经
在接洽部分符合条件的老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马
天帅 刘成梦

当今世界城市文化、旅游间的
相互促进作用已密不可分，文旅产
业正在全球城市中迅速发展。深层
次、多维度的文旅融合，已成为推动
文旅发展的关键因素。正是基于此，
带着文旅融合的全新观点、思考和
经验，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业内
精英，组成一支“最强大脑”团，他们
来到了成都，在大邑县安仁古镇举
办了一场文旅盛会——一带一路·
世界城市文化旅游论坛。

11月7日下午，论坛正式开幕。
期间，专家们将围绕“一带一路为世
界城市创造的文旅发展机遇”“全球
语境下，中国城市的文旅如何融合
发展”“文旅、文创、文博如何有机结
合”等一系列议题进行思想与观点
的碰撞，也将以安仁古镇的文旅打
造为案例，为成都加速文化旅游发
展，加快打造世界文化名城，贡献多
维度的解决方案。

专家云集
点赞“独一无二”的安仁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秘书长保罗·
欧文斯、一带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心
主席世界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世界遗产城市
联盟秘书长丹尼斯·理查德、国际博物
馆城市博物馆收藏和活动国际委员会
副主席尼克·范迪克等等国际知名专
家，以及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一带一路”建设课
题首席专家刘德喜，中央党校“一带一
路”建设课题组成员于兴卫等国内专
家学者纷纷来蓉参会。

当前，正在加速建设世界文化
名城的成都，以“三城三都”为抓手，

提出打造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
等。在保罗·欧文斯看来，这是睿智
而充满机遇的。他告诉记者，之所以
在成都的安仁举办这次论坛，就是
因为这里极具典型意义，“我们已经
仔细逛过这个小镇，它将文化与旅
游融合得非常棒，像个梦境一样，实
在是独一无二”。

干货满满
发布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特别报告

在主论坛上，以“文化旅游的趋
势：在全球经济中保存本地原真性”
为主题，专家学者们开启了一场思
想盛宴。刘德喜教授以《一带一路与
四川的战略选择》为题进行了主题
演讲。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建设与
文化和旅游发展密切相关，更与世
界文化名城密切相关。“四川文化软
实力突出”，更应抓住一带一路机
遇，用文旅提升城市影响力。

主论坛上还有一个备受期待的
重头戏，就是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特
别报告《全球经济中的文化旅游：寻
找地方原真性》正式发布。这一报告
调研解析了21世纪的全球文旅发展
趋势，并探讨了包括建川博物馆聚
落在内的小镇特点，及其作为中国
文化旅游先锋目的地的重要性。报
告为安仁未来发展提供了建议，以
及如何为区域内的其他文化小镇项
目提供最佳实践经验。

记者了解到，在8日的分论坛环
节，还将有一系列重磅、热点的文旅
发展议题将被探讨，例如，“数字科
技如何优化文旅体验？”“文旅怎样
促进当地就业”等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11月7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小
礼堂，李科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第
三场在此举行。

小礼堂内，来自成都全市公安
系统的民警，穿着整齐、统一的深色
警服，为这位英雄送行。

报告会一开始，演奏国歌，全场
起立。“2019年8月20日这一天，对你
们来说可能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
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永生难忘。每一
天孩子都在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
来。”李科的妻子曹茜作为李科先进
事迹宣讲报告团的成员，站在宣讲
台上数次哽咽，回忆起李科对孩子、
对家庭的爱，讲述了李科对工作的
热爱与负责。

除了曹茜，西岭派出所所长谭

进勇、大邑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航、
西岭镇云华村支书赵小燕都一一上
台，分享传达李科的英雄事迹。

讲台下，可以听见民警们小声
哭泣。许多女民警忍不住哭红了
眼。还有些男民警嘴唇不停地颤
抖，强烈地忍住情绪。“我是含着眼
泪听完报告会的，特别是听到李科
的妻子讲述他们生活中的点滴时，
我特别感同身受，以后的工作中唯
有以李科为榜样，不忘初心，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为群
众排忧解难。”在现场，成都市公安
局天府新区分局交警支队民警何林
栩哭红了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
挺 颜雪

都江堰市组织餐饮行业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暨友善优雅大讲堂活动

成都现百万年薪招老师？
真的！

不是进校就百万，有许多附加条件

一带一路·世界城市文化旅游论坛开幕

国内外“最强大脑”
支招成都文旅融合

李科先进事迹报告会：
成都公安系统民警着警服送别英雄

橙色预警及以上
天府通卡坐公交免费

成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版有望今冬实施

“她们对我们遇到的
问题细心讲解，丝毫
不嫌弃我们”

尽管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这份
温暖，一直保持到渐寒的秋末。

“她们当时戴着工牌，我记下了
她们的名字。”

9月底，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体
检中心在不久前乔迁新大楼，庞师傅
所在的建设公司组织体检，成为那里
的头几批客人。

新的体检中心，连地板都擦得锃
亮，“我们呢，天天下工地，衣服鞋子
都脏兮兮的。”庞师傅说，走进去，很
多工人觉得拘谨，“我们平时都习惯
这样，尤其去一些商店会被‘提示’，
店员脸色都不会好。”

然而工人兄弟们在这一次，受到
了护士们的热情接待。庞师傅介绍，
那天上午开始体检，途中他左右找不
到其中一个检查室，最终误闯B超

室，当时出现了很尴尬的一幕：“有个
女同志正在里面照B超，还不能进
去，就像走错厕所一样，特别尴尬！”

这尴尬的一幕，引起了旁边护士
的注意。“她带着我去了下一个屋，有
时候她忙其他事，另外一个护士又过
来带我，体检途中，两个护士还对我
们遇到的问题细心讲解。”庞师傅说，
他记下了两个护士的工牌，一个叫王
琼，另一个叫张文婷，“她们丝毫不嫌
弃我们这些脏兮兮的工人。”

“不光是我，也代表跟
我一起干活的兄弟”

11月1日，忙碌了一天的庞师傅回
到宿舍，打开手机，在市长信箱写那封
感谢信。信不长，但一字一句，诉说着
他对两位成都护士最诚挚的感谢。

庞师傅告诉记者，他今年40岁，是
正在建设成都17号线的技术工人，从

家乡河北来到成都已经两年多。曾经，
他常在大城市的远郊修路桥，这次来
到成都，是第一次在城市中干活，这座
城市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座城市很包容，遇到的温暖的
事情也很多，而这件事让我印象深
刻。”庞师傅说，他非常感谢成都市第
五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因为当天其他
工人受到的服务也都是一样的，“不光
是我，也代表跟我一起干活的兄弟”。

那封信，也诉说了庞师傅对这座
城市最衷心的祝福：“成都的确是一个
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也希望成都
越来越好，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农民工
也会努力干活，建设好美丽的成都。”

“只是很平凡的工作，
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偌大的体检中心，每日人来人
往，庞师傅是谁？王琼和张文婷告诉

记者，她们已不记得了，“遇到不懂体
检程序的客户，我们都会尽力帮助，
确实不记得了。”

新的体检中心，面积扩大了好几
倍，虽然前台有导检提示，每个区域
都安排有导检人员，但找不到相应检
查室的客户依然有不少。王琼和张文
婷介绍，这时候，护士们便会主动上
前发现问题，“看看单子上还有什么
项目没有做，通常指示后他们便能找
到，如果实在找不到，我们的确会一
个门一个门地带。”该中心负责人也
告诉记者，为了对患者、客户做好服
务，医院的护士们都进行过严格的礼
仪培训。

“感谢庞先生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和表扬，我们很感激，希望大家能再
接再厉！”王琼和张文婷说，讲解、指
引、带检查，这些事情她们每天都在
做，“只是很平凡的工作，是我们的本
职工作。”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胡挺 摄影记者 王欢

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真真有这么包容有这么包容！！
地铁工人去大医院体检
两位护士的举动让他温暖

““我是外地来的务工人员我是外地来的务工人员，，是为成都市的是为成都市的
繁荣添砖加瓦的繁荣添砖加瓦的，，感谢成都市人民的包容感谢成都市人民的包容，，成成
都的确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都的确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11月1日，一封
来自外来务工人员
的感谢信，寄到了成
都市长信箱。信不
长，但一字一句，诉
说着他对两位成都
护士最诚挚的感谢，
诉说着他对这座城
市最衷心的祝福。

记者了解到，写
信的人，是正在建设
成都地铁17号线的技
术工人庞师傅，他和
工人兄弟们在体检
时，遇到两位护士细
心讲解，一个门一个
门地带着他们体检。
他说：“我很感动，这
个城市真的有这么包
容吗？”

温暖

感恩

职责

王琼（左）张文婷（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