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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环保税法实施3年，每万元GDP产值对应污染
当量数下降25.8%

大熊猫国家公园巡护路上

偶遇羚牛“一家三口”
悠然自得 与人相处和谐

星期三

9 月 14 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
到，
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三年，
我国
每万元 GDP 产值对应的污染当
量 数 从 2018 年 的 1.16 下 降 到
2020 年的 0.86，降幅 25.8%。环保
税纳税人户数达 46.2 万，与 2018
年 1 月 1 日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之
初的 26.7 万户相比，增长了 73%。
三年来，企业污染排放量持续减
少、节能环保产业不断发展，
环保
税税额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分别实现收入 205.6 亿元、213.2

亿元、199.9 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税
务部门充分发挥税收在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方面的职能作用，
积极参
与构建和落实落细以资源税、
环境
保护税、耕地占用税“多税共治”
、
以系统性税收优惠政策“多策组
合”
的绿色税收体系，
引领企业向
绿而行、
因绿而兴，为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绘就浓重的“绿”
底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抓紧抓实打防管控
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阳光回应·为幸福发声”聚焦成都市公安局
安全，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向往的应有之义。随着互联
网和电信产业的迅猛发展，各类
网络新型犯罪成为上升最快、群
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类型之一。
从传统犯罪手段到新型犯罪方
式，成都公安机关将如何予以有
力有效打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权益，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9 月 14 日，由成都市纪委监
委联合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打造的
“阳光回应·为幸福发声”融媒体
直播特别专栏，邀请成都市公安
局走进直播间。
直播中，
成都市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以及成都市
公安局、成都市纪委监委驻市公
安局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以
“回应群众关切，务实筑牢反诈
骗壁垒；深植为民情怀，提升人
民群众安全感”为主题展开互动
交流，权威解读宣传政策，阳光
回应群众关心关切，监督推动党
员干部转作风改作风，用心用情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急
难愁盼，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获悉，
近日，
大熊猫
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工作人员在对芍药沟固定样线进行日常巡护过程中，
偶遇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
“一家三口”
。
发现工作人员之后，
羚牛一家没有惊慌，
也没有躲避、
逃跑，
而是一头负责警戒、
一头悠然自得地吃东西，
小羚牛则自由地玩
耍。
短暂的邂逅过程中，
三头羚牛和巡护队员互不干扰，
相处和谐。
羚牛，别名扭角羚，它头如马、蹄如牛、尾似驴，其体型介于牛和羊之间，喜
群居，体型雄健，性情凶悍，属于大型牛科食草动物。羚牛在世界上仅产于中
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五个国家，分为4个亚种：高黎贡羚牛、不丹羚牛、
四川羚牛和秦岭羚牛。羚牛数量稀少，在我国境内仅存数千头，属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动物。
据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
建设以来，成都管理分局通过开展“候鸟护飞”
“ 护林防火和反偷盗猎联合行
动”等专项巡护行动，加大巡护监测力度，确保野生动植物资源安全，区域内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巡护队员和野生动物“偶遇”的次数日益频繁，大熊猫、雪豹、
川金丝猴、扭角羚、绿尾虹雉等国家一级珍稀野生动物不断进入巡护队员视
野，在红外监测相机镜头里更是成为常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马尔康境内
首次出现金钱豹

金钱豹并不怕人，还与人对视
“花豹，花豹！”9 月 8 日 17 时左右，在阿坝州马尔
康市日部乡境内发现一头金钱豹（当地俗称花豹），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金钱豹体型较大，被发现时蹲在
路边，且逗留时间长达十几分钟，在发现行人后，
自行离去。
据马尔康市森林警察大队民警冯光焰
介绍，这是近年来马尔康境内首次发现金
钱豹。
“我们去打疫苗，回来的路上就碰到
了，
有 20 米左右的距离。
”
目击者介绍，
当
时金钱豹并不怕人，还与人对视，逗留 10
多分钟后，
金钱豹钻进丛林消失了。
来自马尔康市林草局消息，9 月 8 日，
在位于马尔康市日部乡居里日岗村夹巴沟
境内，乡干部下乡开展工作途中发现疑似豹
子的野生动物，迅速用手机拍下照片和视频，并
即时向市林草局报告。马尔康市林草局将拍摄到的
照片和视频发给省林科院专家辨认，确定该野生动
物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
2016 年 4 月，
甘孜州雅江县格西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通过红外相机先后两次拍摄到野生金钱豹的踪
迹，
证明了野生豹种群的存在。
2018 年 7 月，
金钱豹现
身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内拍到
金钱豹的珍贵影像。如今，在马尔康地区首次拍摄到
金钱豹，
下一步，
当地林草局将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开
展调查、保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洗车场污水直排污染环境
街道办：已关停，规范污水排放后可重新营业

近日，居住在成都市双流区黄甲
街道升平街大雁居小区的居民发现，
在小区外停车场开设的自助洗车场，
存在污水自排的情况，污染城市环境。
是否存在上述情况？问题又如何
解决？9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前往现场进行走访。
13日上午10时，
记者在大雁居小区
外停车场发现，
居民反映的洗车场位于
停车场内部左侧，
由一间房屋和三个停
车位组成，
在洗车场周边明显可以看见
一排雨篦子围绕。目前，该洗车场设备
已经拆除，
现场也无任何经营情况。
“这个洗车场开设以来，就几乎没
有人来管理。
”居住在大雁居小区的居
民张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该洗车场实行自助洗车模式，
车主
每次洗车只需支付6元费用。但是有居
民发现，车主在该洗车场洗车时，
产生
的污水是直接通过雨篦子流入雨水管
网的。
“有居民认为该洗车场存在污水
自排的情况，
可能会污染城市环境。”
那么，该洗车场是否存在上述问

督察进行时
洗车场作为城市服务体系中广泛存在的基础场
所，从开设以来便备受“有车一族”需要。近年来，
随着城市发展，
大量出现的自助洗车场，
凭借着价
格上的优势，也成为了不少市民的洗车选择。然
而，低价的背后，无专人管理、污水处理不妥等问
题也相继出现。

智慧化办案
让执法在阳光下接受群众监督

抓紧抓实打防管控
实现查处一件警示一片

办案的公正性一直是市民群
众的关切点。市公安局在规范性
执法方面是否有一些技术手段？
公安系统数字化建设智慧化办案
上有什么短板？……节目监督员、
市政协委员冯卫东提出疑虑。
“关于执法规范化数字建设，
我们依托公安网搭建有专门的办
案平台，可以把所有的执法工作
公之于公安网，不仅可以实现上
对下的监督，也可以实行监督部
门对办案部门的监督。
”成都市公
安局刑事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鹿斌
介绍，成都公安依托互联网大数
据搭建了专属的办案查询平台，
普通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反
映受立案情况，并实时查询案件
进展情况，让执法在阳光下接受
群众监督。
拐卖儿童违法行为，一直都
为社会所诟病和深恶痛绝。成都
公安针对拐卖儿童的违法犯罪，
开展了哪些行动？市公安局侵犯
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侦查处副处长
田川表示，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和
寻找失踪拐卖儿童工作历来都是
成都市公安局的重点工作。
“今年
开展了‘团圆行动’，针对一批案
件进行全力侦破，目前我们已经
找回 69 名涉拐儿童，组织认亲会
18 场，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如何针对公安工作的特点、
专业性质来做好日常监督，强化
制度建设，
深化阳光警务，
压实压
紧主体责任，不断完善从严治党
和治警制度机制，推动新风正气
充盈警营？
成都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
察室陈伟表示，监督推动公安机
关坚持牢牢树立人民群众核心价
值观，加强监督，精准监督。面对
近年来各类网络新型犯罪成为上
升最快、群众反映强烈犯罪问题
之一的新特点，结合当前正在开
展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紧
盯公安队伍纪律作风存在的突出
问题，紧盯公安队伍易发高发领
域的突出问题，
跟进监督，
督促整
改，推动公安机关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抓紧抓实打防管控工作举
措，积极适应群众对公安工作的
新期待，
不断提高打击犯罪、维护
稳定、社会治理、服务群众的能力
和水平，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
领导，
进一步推动政治建警，
从严
治警，
确保公安队伍的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成都市纪
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办
公室主任向征表示，作为派驻公
安机关的纪检监察机构，立足监
督执纪问责，同部门党委共同发
力，
发挥好监督的再监督作用。
紧
盯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关键节
点，
严格日常监督，
坚决整治群众
身边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严肃
查处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当中的
不公正、不文明现象，以及不作
为、乱作为、推诿扯皮等问题，对
查处的典型案件，
坚决曝光，
扎实
做好以案促改工作，实现查处一
件、警示一片、规范一方综合效
果，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钟茜妮

电信网络诈骗花样不断
“三不一多”防范诈骗
如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多
发高发，直接危害到群众的财产
安全，对于大力遏制电信网络诈
骗，市民群众有着强烈诉求。
“你
平时有接到过涉嫌诈骗的短信或
者电话吗？或是以短信的形式说
中奖什么的？”
“ 对于防范电信诈
骗，你有哪些关注？”
“ 所谓的‘杀
猪盘’
，你了解多少？”
新型网络和跨境犯罪侦查处
二大队大队长王飞介绍，这些都

9月18日
成都将举行防空警报试鸣演练！

洗车场设备已拆除，停止营业

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咨询成都
市双流区黄甲街道办综合便民服务中
心主任曾博了解到，在接到市民投诉
后，
黄甲街道办对投诉点位进行调查发
现，
该洗车场主要存在沉淀池设计不规
范和污水排入雨水管网两个问题。其
中，按照相关要求，沉淀池需设计为三
级沉淀，但该洗车场仅为两级沉淀。
并
且，
洗车场经营时产生的污水应当排放

至市政污水管网，但该洗车场直接排
入雨水管网。
“在发现问题后，我们立
即联系了经营人员，
要求立即整改。
经
营人员在综合考虑洗车场效益后，决
定自行拆除洗车设备，
停止经营。
”
“实际上，
我们前期在走访当地居
民时了解到，部分居民对于洗车场服
务有着需求。
”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
一里坡社区党委副书记尹平介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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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洗车场停止经营后，社区将通过小
区业主大会、
社区议事会、
市民坝坝会
等形式，
充分收集广大市民的意见。
若
该场所市民洗车需求量超80%以上，
将
督促该洗车场负责人完善相关手续，
并按要求规范污水排放。确保污水从
排污管排放后，
可以重新营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摄影报道

是现在最主流的电信网络诈骗手
段，比如说：冒充公检法诈骗、刷
单诈骗、贷款诈骗，
一些含木马链
接的网址……对此，市公安局不
断加强防范宣传，提高市民的防
范意识，在今年出台的全社会反
诈实施意见里面，明确提出公职
人员要带头参与反诈，每一个公
职人员都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点带面，
辐射到各个群体。
电信网络诈骗花样不断翻
新，
手段也非常隐蔽，
如何提高警
惕来进行识别？市公安局新型网
络和跨境犯罪侦查处四大队（成
都市反诈中心）副大队长罗远表
示，
按照诈骗手法来分有三类：
一
类是假扮熟人，比如假扮亲戚朋
友、企业老板、公司同事；第二类
是假扮平台，
就是网友说的刷单，
假扮网站、购物平台；
第三类就是
假扮权威国家机关，比如冒充公
检法、社保局等实施诈骗。
“ 我们
总结了‘三不一多’防范电信诈
骗：
‘ 三不’就是陌生的链接不要
去点击、陌生的电话不要轻信、个
人信息不要泄露；
‘ 一多’就是转
账汇款要多核实。
”

14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成都市人防办获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9·
18”全省统一试鸣防空警报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定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在全市范围内举行防空警
报试鸣演练。
警报试鸣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
一、预先警报：10 时 00 分开
始试鸣，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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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时长 3 分钟；
二、空袭警报：10 时 06 分开
始试鸣，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
时长 3 分钟；
三、解除警报：10 时 12 分开
始试鸣，
连续鸣响 3 分钟。
温馨提示：
防空警报鸣响时，
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
号，
并保持正常的学习、
工作和生
活秩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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