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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环保设施开放
高科技信息化手段参与环保执法
两艘1米多长的“无人船”，成为环保执法人

员的“眼睛”。
“这两艘船的优点各有不同。”面对活动现

场好奇打量的群众，工作人员娓娓释疑，一艘可
在多样性复杂水域环境下进行定点采样、数据
实时传输反馈，帮助执法人员快速准确分析水
质情况。另一艘则利用声呐探查技术，对河流
沿岸的暗管及排污口进行探查，探查宽度可达
100米，深度可达20米，“让违法企业偷埋的排
污暗管（口）无所遁形。”

活动中，一系列的高科技信息化手段揭下
“面纱”。其中，蛙鸣系统、无人机可以精准锁定
违法企业和污染源；便携式监测、移动执法等手
段可以有效提升监控预警能力和科学办案水
平；激光雷达走航和大气颗粒物组分分析可以
为“精准治霾、科学治霾”提供数据支撑……这
些都为生态环境执法装上“铁齿铜牙”。

“环保执法并不神秘。”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这样的环保设施设备展览，旨在鼓励和引领
各界各领域人士，共同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形成
生态环境保护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

首发普法手册
深奥法律术语转为生动“四川话”
除了高科技的铁腕执法，还有高质量的贴

心服务。
长期以来，企业既是环保工作中的重点监

管对象，也是宣传普法工作中的重点服务对
象。今年的环境日，正式首发《生态环境宣传手
册》系列漫画丛书，丛书涵盖钢铁、化工等六大
行业，以法律法规与漫画相结合的普法形式，将
深奥抽象的环保法律语言，转为生动具体的“四
川话”。

“我们曾打算邀请专业的设计公司来作
画，但相对来说，他们对环保法律的理解并没
有那么深刻。”据省环境监察执法局的执法人
员朱龙霞介绍，丛书最终由环境监察执法局
执法人员何晓俊完成，他利用自身丰富的执
法经验，分章节阐述了企业在建设、经营和管
理等方面常见的生态环境法律问题和解决方
案，在每一个章节都附上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技
术规范，使漫画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
可读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摄影报道

公益歌曲、设施开放、宣传手册……

2019年四川省六五环境日活动

6 月 5
日 ，清 透 的
“四川蓝”成
为第 48个环

境日的最好礼物。
“对环境的保护，应该

贯穿于我们每天的生活
中。”在2019年六五环境日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四
川篇系列宣传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站在大气综合采样
器、烟气分析仪等高科技环
保设备旁讲解，让市民们近
距离了解环保工作。

据悉，今年环境日系列
活动，将继续以鼓励和引领
公众参与环保工作为主线，
包括公布“美丽四川，我是
行动者”系列评选活动结
果、开展环保科普展、企业
环保技术成果展等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涵盖钢铁、
化工等六大行业的《生态环
境宣传手册》系列漫画丛书、
环保原创歌曲《蔚蓝的天
空》也均在活动中“首发”。

事实上，空气无边界，
共饮一江水，在不断构建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
体系，动员全社会以实际行
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
染排放中，点滴之间，生态
环境保护的磅礴力量正在
汇聚。

“川味”十足
封面新闻：在您看来，隆重

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活
动，是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于会文：我们生活在同一片
天空下、同一片土地上，每个人
既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也是良
好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守护绿水
青山需要每一个人的担当，需要
每一个人的智慧，需要每一个人
的行动。我们开展六五环境日
主题宣传活动就是呼吁和倡导
全社会都来尽一份心、出一份
力、担一份责、做一份贡献，形成
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
的社会氛围，于点滴之间汇聚起
保护生态环境的磅礴力量。

对此，全省生态环保系统将
为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保护搭
建平台、畅通渠道。我们将继续
建设开明开放的政府部门，拓宽
政民对话沟通平台；继续探索实
行“有奖举报制度”，让更多人成
为“环保监督员”；继续激励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科研
团队等各类人群的环保参与热
情，团结引导环保志愿者、非政
府组织等第三方力量，深入参与
基层环保治理，不断做大生态环
保“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环保
朋友圈”。

封面新闻：今年是第二届全
省“绿色先锋”“最美基层环保人”
系列评选，目前活动的效果如何？

于会文：我们举办“美丽中
国 我是行动者”系列评选活动，
就是要挖掘各行业、各领域为生
态环境保护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典型，在全社会树立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标杆、模范
和榜样，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引领和带动作用，用先进典
型的绿色正能量引领更多人投
身生态环保事业。

通过连续两年的评选活动，
我们确实发现和挖掘出了一批致
力于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的先进
典型，他们中有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基层环保
工作者；有“29年如一日”专注生
态环境教育、传播环保理念的大
学教师；有致力于研究绿色能源、
践行绿色发展的企业家代表；甚
至还有自愿巡山保护野生动物、
守卫苍翠青山的普通村民。

对这些典型人物的先进事
迹和感人精神，我们将通过多种
渠道、多种形式深入宣传推广，
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美丽四川人
人共享、人人共治、人人共建的
良好氛围。

封面新闻：在六五世界环境
日活动现场，生态环境厅首次发
布《生态环境宣传手册》，这套手
册的特点是什么？

于会文：我们一直坚持，环
保部门不仅要以强有力的监管
手段让环境违法行为闻风丧胆、
无处遁形，同时也要为企业发展
提供“保姆式”“智囊式”的精准
服务，做到监管与服务“两手抓、
两手硬”。今天我们发布的《生
态环境宣传手册》，就是我们服
务企业发展的创新性举措之一。

我们通过厅机关处室分行
业、分领域定点联系企业制度，

“一对一”深入解剖需求，针对钢
铁、化工等六大行业的特点，以
漫画形式展示企业在建设、经营
和管理方面常见的生态环境法
律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具参考
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的法律帮
助，有效引导企业知法、用法、守
法，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做“污
染减法、绿色加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对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于会文：
要不断做大生态环保“统一战线”

不断扩大“环保朋友圈”

“粽子一条街”何来？
婆婆们演绎传奇

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的由来，时间要回拨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当年，马鞍东路13号的一位婆婆给家里劳
动力准备的午餐就是粽子，有时准备多了就分给
院内邻居尝尝，久而久之大院里的主妇们学会
了，就在大院门口摆起摊卖粽子来换取些零用钱
以贴补家用。

随着马鞍东路的“粽子”名气越来越大，商家
逐年增加，粽子的口味、形状也在不断改进，引来
众多媒体争相采访报道，马鞍东路“粽子”和马鞍
东路13号院的婆姨们一下就火了，从而形成了
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

如今，走在这条街上，目之所及的粽子摊，十
有八九都是以“婆婆”命名的：吕婆婆、陈婆婆、杜
婆婆……也是亲切又有趣。

担心食品安全吗？
保障措施看这里

现在看到的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是经过

老旧院落改造后的模样，下水道、天然气管道、公
共区域、路灯都经过了“微整”。

为了让市民深刻地体会到传统文化，从
2009年开始，每年端午，街道就会联合区文明
办、区文体局、区文化馆、辖区单位等共同承办以

“驷马飘粽香，城市展新颜”为主题的端午节“文
化惠民”活动。

这条街粽子这么有名，顾客络绎不绝，食品
安全如何保证？

记者了解到，街道和社区已实施多项措施加
强食品安全监管。在开卖前，卖粽子的商家必须
到社区登记，落实台账管理，同时签订食品安全
责任书等，联合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开展不定期
突击检查；加强市容秩序管理，由街道城管科严
格规范商家的经营秩序，避免发生扰民的现象；
加强治安防范管理，由社会治理科联合辖区派出
所在重点时段安排专人值守，同时加强对该街区
周边的治安巡逻，保障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
产安全。

据悉，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还将可能被注
册为商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将蛋黄馅料慢慢揉开、在粽
叶上刷上一层薄油、把粽子叶卷
成锥形，放入馅料和水果丁……
还未到端午节，成都高新区新
园社区的居民们已经沉浸在粽
香之中。特别的是，他们这回动
手包的不是普通的肉粽，而是冰
晶粽。“看上去晶莹剔透，吃上
去清爽又不腻，这几天在家还要
再做一次。”社区居民王阿姨告
诉记者。

6月 5日，在端午节来临之
际，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新园社
区开展“我们的节日·庆端午”活
动，近50名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
包冰晶粽，并参与到猜廉洁灯
谜、欢乐小心愿等小游戏当中，
提前感受端午佳节。

现场，社区里的叔叔阿姨们
变成好问的学生。“这个蛋黄馅
料要揉好久？”“加这么多水合适
不？”“为什么我包的粽子形状有
点奇怪？”一边好奇发问的同时，
他们一边认真按照流程包起粽
子来，二十多分钟的时间，一个
个形态各异的粽子便诞生了。

“以往都是直接买粽子回来

吃，这回自己动手包，还是冰晶
粽，感觉很新奇。”社区居民李阿
姨说，虽然这回只包了几个粽
子，但和左邻右舍的居民一起包
粽子的感觉很好，很热闹。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新园
社区党委副书记王友红介绍，为
了让辖区居民度过一个难忘的端
午佳节，新园社区举行了这次的包
粽子活动，目的是让社区居民了
解、认同、喜爱传统节目。同时，
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社区与
居民的融合更加深入，居民之间
的联系更加紧密、社区更加和
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成都新园社区居民一起包冰晶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6
月5日，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
厅高速公路管理局获悉，今年端
午节假期为6月7日至6月9日，
共3天，全省高速公路7座及以
下小型客车不实行免费通行。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数据，预
计2019年端午节假期，四川省大
部分地区气温在22℃至33℃之
间，天气状况多云转晴，局部地

区有小雨。民众出行要及时关
注天气情况，如遇到下雨天气，
路面湿滑，应减速慢行，注意行
车安全。

综合历年端午节车流数据
分析，预计今年端午节假期全省
高速公路网总体运行平稳，出口
车流量仍然有所增长，但增速放
缓，车流量将突破640万辆次，较
2018年端午节增长6.6%。

成都“粽子一条街”火了
全靠一群“婆婆”

人们都知道成都的“粽
子一条街”很有名，但是这
条街的“别称”如何而来，又
经历了怎样的改造过程，你
知道不？

6月 5日，“我们的节
日·端午粽子文化节”在成
都金牛区驷马桥街道马鞍
东路社区举行，今年的活动
是第十一届，并作为金牛区
“我们的节日”品牌活动亮
相，设置了文艺演出区、祈
福端午区、千年端午区等6
个区域，现场还有不少志愿
者忙碌着。

粽叶飘香
成都新园社区居民一起包冰晶粽

端午期间
四川高速车流预计突破640万

小车不实行免费通行

2019年六五环境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四川篇系列宣传活动现场。

粽子一条街。

婆婆包粽子是把好手。

市民们近距离了解环保工作。

端 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