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8日，乐山市沐川县永
福镇万寿村，烈日下是一眼望不
到边的竹林，这里是沐川竹海的
所在地。过去也是“散乱污”企
业集中区域——在竹林的掩映
之下，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土法造
纸作坊，排出的污染物与这片绿
海格格不入。

不久前，由省环保督察组挂
牌督办的10个重点突出环境问
题名单出炉，“‘散乱污’企业群
综合整治——全面取缔沐川县
土造纸作坊”名列其中。

“目前，1247家土法造纸作
坊已经全部关闭。”沐川县环保
局负责人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正抓紧开展设备拆
除、料池清理等后续工作。尽管
治理土法造纸污染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但从业者如何转型、上
游竹农如何增收、如何防止死灰
复燃等问题依然是不小的挑战。

在生态转型的当口，当地正
寻求转型发展生态旅游业，一些
原来的作坊主也开始报名当地
厨师技能培训班，准备开办农家
乐，换种方式与竹林共处。

靠竹吃竹
全县散布逾千小纸厂

从乐山出发，一路向南，百
余公里后便是沐川县。漫山遍
野的竹林，为造纸提供了丰富
的原料。“土法造纸在沐川，有
上百年的历史。”41 岁的兰志
兵，是一名“纸三代”，17岁就跟
着爷爷学造纸。当地以慈竹为
原料，经过一整套程序，生产出
火纸，主要做祭祀用。

一开始作坊并不多。1999
年，退耕还林工程启动，沐川种
上了许多竹子。几年之后，全县
竹林面积达80万余亩。2005年
前后，土法造纸作坊逐步兴起，
渐渐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统计
显示，全县共1247家小造纸厂，
分布在13个乡镇，从业人员约
4000人。其中，主要分布在永
福、底堡、幸福等3个乡镇。

年造纸9万吨
污水直排数十万吨

兰志兵的家在永福镇万寿
村。家门口有一条小溪，上游
100多米是他家的造纸作坊，简
陋的两间棚子里有几十个架子，
上面晾晒着火纸。他说，自家每
年生产火纸四五十吨，利润约10
万元。

这10万元在解决兰志兵一
家的生计问题之余，也给周围环
境带来不良影响。“生产污水的
PH值达12以上。”当地环保部门
相关人士介绍，在土法造纸过程
中，多用烧碱浸泡软化竹片，产
生的废水、废渣通常只经过沉淀

等简易处理，便直接排入附近的
河流、土壤。

据当地环保部门调查，2016
年该县土法造纸总产量约9万
吨。照此产量计算，当年直接排
入河流、土壤的污水至少达数十
万吨，而沐川县是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

还竹乡净土
1247家作坊全部关闭

沐川县环保局相关人士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地就
曾组织关停土法造纸作坊，后因
多种原因死灰复燃。今年2月，
根据国家、省、市关闭“10+1”小
企业部署，沐川决定在6月底前
彻底关闭全部土法造纸厂。

据沐川县环保局介绍，该县
成立了相关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了6个工作组开展工作。按照

“关得了、稳得住、能发展”的思
路，工作组从3月下旬开始逐户
摸排，并根据摸底结果分类组织
实施。其中，对使用压力容器、
烧碱和临河 200 米、临主干道
100米范围内以及其他存在严重
污染的首批关闭。

“难度很大。一家人的主要
收入来源，你给人家断了，能配
合么？”据沐川县环保局负责人
介绍，除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强力关闭的同时，还出台了奖补
办法。比如，对按时按要求关闭
的业主实施 1至 2万元关闭补
助，1万元产业转型补助和为期3
年的5万元贷款贴息补助，对在
4月底前主动关闭的给予每户
2000元单独奖励。据统计，该举
措直接兑现奖补资金约为4500
万元，涉及后期长效治理和帮扶
资金约为9000万元。

多措并举，造纸厂业主们态
度逐渐松动，关闭工作稳步推
进。到6月20日，1247家土法造
纸厂全部关闭，目前已进入督查
验收阶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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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精灵中国内地首展正式揭幕
10处主题场景打造火辣村庄

蓝精灵（SMURFS）作为世界知
名的卡通人物形象，是由化名贝约
（Peyo）的比利时漫画家皮埃尔·库
利福德在1958年创造的，在有着“连
环画王国”之称的比利时，蓝精灵脱
颖而出，一跃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动画
人物，受到全球众多拥趸的支持。而
对于中国的80后及90后群体来说，
蓝精灵更是美好童年的代名词，他们
善良、机智、勇敢的形象给大家留了
下印象深刻的记忆。

成都IFS将蓝精灵经典展览首
次引入中国内地，并融合了成都当地
特色，将七层雕塑庭院打造成“蓝精
灵火辣村庄”，由10个主题场景生动
呈现，相信一定会唤起广大成都市民
及游客的童年记忆。此外，高达4米

“辣飞天”巨型蓝精灵装置也于同期
在购物中心内展示，他以手持辣椒的
飞天造型向成都市民及游客热情说
HELLO！

活动当晚，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营运）侯迅女士出席启
动仪式并表示：“过去三年间，成都
IFS为大家创造了许多美好的暑期
回忆。2017盛夏，我们非常高兴能
将蓝精灵主题展带到成都，这也是其
在中国内地的首展，在这里蓝精灵与
我们的大熊猫I AM HERE以及具
有成都特色的辣椒元素结合，见证成
都与国际文化的再度交融，谱写出一
曲欢乐和谐的友谊之歌。”

成都限定版礼品
把蓝精灵带回家

更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还于成都
IFS七层艺术廊特别设立了蓝精灵博
物馆以及快闪店，大家可以在探索蓝
精灵诞生故事的同时，亦将独一无二
的蓝精灵成都限定版公仔纳入收藏。

“WE’RE ALL SMURFS蓝精
灵火辣辣放暑假”主题活动自7月14
日至9月10日免费对公众开放，凡
成都IFS会员可以登陆“成都国际金
融中心服务号”积分商城，兑换蓝精
灵成都限定版公仔、成都限定版环保
肩包、以及蓝精灵水壶等礼品。不仅

如此，活动期间于成都IFS地下一层
礼宾台凭当日单笔消费满99元小票
即可换领一款蓝精灵清凉扇（共4
款）；凭当日单笔消费满299元小票
即可换领夏日火辣辣充气棒。

此外，展览期间的每个周末将举
办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包括火
辣夏日派对（7月29日-30日），蓝精
灵家庭运动会（8月12日-13日），以
及怀旧童年游园会（9月2日-3日），
大众可关注“成都国际金融中心服务
号”参与报名，在互动体验中尽情体
验成都特色与国际文化交融的魅力。

蓝精灵欢聚成都IFS为你开启热辣假期
秉持对原创版权
及艺术的尊重，

成都IFS在这个盛夏引
入蓝精灵主题展，并结
合具有成都特色的辣
椒元素，为广大成都市
民及游客带来了别样
的火辣暑假。7 月 14
日，成都 IFS 于七层雕
塑庭院盛大开启“WE’
RE ALL SMURFS 蓝
精灵火辣辣放暑假”主
题活动，这也是蓝精灵
主题展览在中国内地
的首次展出。

展览时间：
2017年7月14日 - 9月10日

展览地点：
成都IFS 七层雕塑庭院

4米“辣飞天”巨型蓝精灵亮相成都IFS

蓝精灵成都限定版礼品

蓝精灵火锅派对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四川

我省挂牌督办的10个重点突出环境问题之一

百年竹乡沐川关闭1247家造纸作坊

“纸三代”转型
吃旅游饭

沐川土造纸作坊
整治攻坚战

·造纸污染重

2005年前后，土法造纸
作坊如雨后春笋兴起，逐步
过渡到机械化生产为主。

2016年土法造纸总产量
约9万吨。当年直排河流、土
壤的污水至少达数十万吨。

·关停决心大

今年 2 月，沐川决定在
6月底前彻底关闭该县全部
土法造纸厂。

3月下旬开始，沐川县成
立6个工作组逐户摸排，并根
据摸底结果分类组织实施。

直接兑现奖补资金约
为4500万，涉及后期长效治
理和帮扶资金约为9000万。

·行动有结果

到6月20日，1247家土
法造纸厂全部关闭，目前已
进入督查验收阶段。

溯源

整治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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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五标准
有效降低尾气污染

“国五标准，对氮氧化物、碳氢化
合物、一氧化碳和悬浮粒子等机动车
排放物的限制更为严苛。”省机动车
排污监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说，相比国
四标准，国五标准轻型车可减排氮氧
化物25%，重型车可减排氮氧化物
43%。实行国五排放标准，加上全面
供应国五标准汽油、柴油，将有效降
低机动车尾气污染。

国五新规实施分为三阶段。第
一阶段自2017年1月1日起，新生产
的轻型汽油车、重型柴油车（仅含客
车和公交、环卫、邮政用途车），不达
国五标准的不能上户。第二阶段自

2017年7月1日起，所有重型柴油车
新车上户必须符合国五标准。第三
阶段自2018年1月1日起，轻型柴油
车新车上户也必须符合国五标准。

重型柴油车
污染物贡献率高

此次新生产机动车环保达标检
查，以新生产的重型柴油车为重点。
根据环保部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机
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7）》显示，在
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中，柴油车分担
率接近 70%，重型货车分担率为
53%。“简而言之，重型柴油车的排放
量大，一辆国三标准的柴油车污染物
排放量，相当于200多辆国四小轿车
的排放总量。”该负责人说。

四川启动新生产机动车环保达标检查

非“国五”禁止上户 买新车看清楚喽

销售点位
核查随车清单基本信息

7月20日，位于绵阳的四川兴安
达贸易有限公司内，近30辆重型柴
油车有序摆放。那么，如何判定这些
新车是否符合国五标准？

省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的工作
人员钟玉洁熟练地进入环保部的机
动车环保网，输入检查车辆的发动
机编号，一张涵盖了车辆信息、发动
机信息、检验信息、污染控制技术信
息等资料的随车清单随即显示，钟
玉洁对照清单内的信息，一项项和
车辆进行比对，并记录填表。记者
了解到，19 日、20 日，检查组在成
都、绵阳的多个车辆销售点位进行
检查，还未发现不合格情况。

注册点位
查验车辆环保达标关键部件

“成都的郫都区、新都区等机动
车注册登记点，现在已经有了对环保
达标的检查。”钟玉洁告诉记者，在车
辆注册登记时，会重点检查柴油车国
五标准环保关键零部件，“如发动机
高压共轨油管、喷油器、涡轮增压器、
尿素催化转化系统（SCR）等。”

在绵阳市公安局交警队车管所，
办理车辆注册时，需要提供机动车排
放标准的认定证明。“我们一再提醒
车主，购买新车时，一定要仔细核对
购车的随车清单，查验‘清单’上环保
公开信息是否注明为‘国五’标准的
机动车。”值班民警告诉记者，目前该
点位还没有出现因环保配件不完善，
而无法上户的情况。

“国五”时代真的来了！
从 7 月 1 日起，全国所有制

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重型
柴油车必须符合国五标准要求。
7月18日开始，四川省环保厅机动
车排污监控中心联合当地公安、
工商等部门以及相关专家，以成
都、绵阳、资阳、凉山等地为重点，
在车辆销售、注册登记两个环节，
开展新生产机动车环保达标专项
检查。

从全国范围看，目前仅北京、
天津、上海等地的环保部门开展
了类似检查，就针对新生产机动
车环保达标检查而言，四川走在
了全国前列。

>>为何检？

>>如何检？

省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工作
人员对重型柴油车进行环保达标
检查。

尽管已经关了一个多月，幸
福乡杨柳村村民邓仕龙仍习惯去
造纸作坊转悠。如今，空荡荡的
作坊里，只剩下一些机器零件，浸
泡池的水也被放掉。58岁的邓仕
龙说，下一步还不知道干啥。

“4000人的产业转型是当前最
大的挑战。”沐川县环保局负责人坦
言，挑战有三：一是在土法造纸厂的
业主如何转型？二是失去了先前的
市场，上游的竹农如何增收？三是
如何防止土法造纸厂死灰复燃？

如今，土法造纸作坊关闭的
影响已经显现。一吨鲜竹的价
格，去年是550元左右，现在降到
了约440元。“除去砍工、运费，一

吨挣一两百块钱就不错了。”邓仕
龙家有几十亩竹子，以前都是被
自家作坊消化完，现在因为道路、
人工成本等因素，基本上算是断
了销路。兰志兵则幸运一些，因
为家处沐川竹海景区，准备将来
发展农家乐，当地7月初举办厨师
技能培训班，他第一个报了名。

兰志兵的转型之路，也符合
沐川县的规划。近年来，该县重
点培育打造生态旅游产业，“十三
五”期间将打造中国西南生态旅
游康养旅居地。“县上说，我们为
此作了贡献，也会因此受益吃上
旅游饭。”兰志兵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沐川打造康养旅居地 作坊主学做厨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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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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