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污降碳必须协同
治理、协同增效，一体谋
划、一体推进。”在王波看
来，只有牵住以降碳为源
头治理的“牛鼻子”，统筹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
碳达峰行动，才能实现蓝
天与雪山“同框”，气候与
环境双赢。

解局
相比末端治理

结构性问题更突出

大气污染治理如同爬坡上坎，越往
后越难走。

“‘十三五’期间，能上的技术手段
都上了，很多都已基本改造完成，剩下
的都是‘硬骨头’。”王波说，过去 5 年，
我省完成对全省火电、钢铁行业的超
低排放改造，一半以上的水泥企业、近
80%的陶瓷、砖瓦行业都实现深度治
理。在他看来，蓝天保卫战已进入“深
水区”，相比末端治理，结构性问题更
突出。

王波表示，一直以来，四川主动对
标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治理标
准要求，自我加压，摸索一系列创新措
施，但大气治理成果还不牢固，形势不
容乐观。

究其原因，除气象条件不利、科技
支撑不足外，最大的难点还是结构性问
题。省内有的城市，特别是还未达标城
市都有突出的产城矛盾，例如钢铁、水
泥、玻璃等污染行业布局在城区，推动
其高质量发展和工艺提升，乃至调整城
市规划布局，是未来绕不过的难题。

在交通运输结构上，全省各产业依
赖的运输方式仍以公路运输为主，这造
成移动源的排放占比大，相对清洁的运

输方式仍有很大上升空间，如铁路运
输、水路运输以及多式联运等。以成都
为例，成都的移动源污染贡献比高达
79%，是最大的污染源，而目前，成都的
机动车保有量仅次于北京。“北京机动
车保有量大于成都，但移动源污染贡献
比却更低，是因为北京新能源车辆占比
远高于成都。”王波说。

在能源结构上，尽管我省作为水电
大省具有先天优势，但仍呈现能源结构
消费不均衡的情况，例如，成都平原的
煤炭消耗已相对很少了，但川南的用煤
量却占到全省一半。

破局
只有高质量发展
才能蹚过“深水区”

针对结构调整的需求，“十四五”
期间，我省将继续聚焦源头减排，保持
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加快调整产业、能
源、交通、用地“四大结构”，以工业源、
移动源、城市面源为重点，全力削减污
染物排放总量。

“在结构调整的背后，蕴含着生态
环境保护倒逼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
辑，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蹚过‘深水区’。”
王波说，2020 年，绵阳、乐山、眉山成
为新增空气达标城市，至此全省达标
城市已有 14 个，较 2015 年增加 9 个。
新增达标城市中，绵阳是 GDP 排名全
省第二的 3000 亿元级城市，乐山是
2000 亿元级的城市，眉山也是千亿元
级的城市。

这些达标城市中，有的优化产业结
构调整，如乐山全力推进重点行业烟气
深度治理，对燃煤锅炉、钢铁烧结机、工
业硅电炉推进超低排放改造。

有的则是加快能源结构优化，如眉
山对洪雅青衣江元明粉等 15 家企业、
35台394蒸吨燃煤锅炉实施电能替代
并同步落实电价优惠政策，2020 年实
现替代电量2.3亿千瓦时。

“所以你看，结构优化、高质量发展
是大气改善的关键，你干了多少事，就
会有多大效果。”王波表示，生态环境部
门一直在探索，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发挥
生态环境保护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支
撑保障作用。

“我们初步探索了一条优化环评审
批服务的四川路径。”王波说。2020
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环评“预审
制”、局部调整下放白酒项目审批权限
等“六大举措”，切实提升环评质效，主

动服务总投资9513亿元的67个国、省
重点项目；撬动“政银合作”，拓宽环保
领域投融资渠道，共争取中央和省级环
保专项资金近 42 亿元。“‘十四五’期
间，生态环境投融资机制还将继续完
善。”他说。

布局
减污降碳必须

协同治理、协同增效

整体来看，“十四五”期间，四川将
继续把大气环境治理作为环境保护重
中之重，加大统筹力度，加快治污减排，
深化联防联控。王波透露，3月，我省将
启动由经信、住建、交通、生态环境等部
门牵头的三大专项行动，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为期半年的工业源、扬尘源、移动
源专项整治，各部门按职责牵头开展各
自领域专项治理。

除了“减污”，协同推进的还有“降
碳”。“减污降碳必须协同治理、协同增
效，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在王波看来，
只有牵住以降碳为源头治理的“牛鼻
子”，统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碳达
峰行动，才能实现蓝天与雪山“同框”，
气候与环境双赢。

对此，王波分析，我省应对气候变
化工作基础良好，低碳经济和低碳产业
发展较快，电气化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同时也具备优异的自然资源禀
赋，碳排放整体较低。“十三五”时期，全
省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稳定在2.7亿吨至2.8亿吨，碳排放
强度累计下降 26%左右，超额完成
19.5%的约束性目标，成为全国人均碳
排放最低的省份之一。

“但是，四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矛盾比全国更加突出，随着城镇化和工
业化的推进，未来碳排放增量空间大，
而且还面临着长期积累的重化工产业

‘高碳锁定’等问题。”王波表示，眼下，
我省正在编制《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达
峰行动方案》《“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
规划》，明确全省碳排放梯次达峰时间
表、路线图，将碳排放控制纳入环境影
响评价体系，严控新上高碳项目，推动
煤炭、钢铁、水泥行业“十四五”率先达
峰，支持成都都市圈、攀枝花市等具备
条件的地区先行达峰。

在王波看来，四川将抓住新一轮技
术革命、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积
极探索出低碳转型路径的“四川路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代 表 好 声 音

“十四五”期间，持续改善环境质
量，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
体。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全国
大气污染治理的要求。

“‘十三五’期间，我省大气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波熟稔地道
出大气治理数据，“总体来看，全省污
染浓度、持续时长、影响范围降低了，
优良天数和达标城市增加了，实现了
两降‘两升’，超额完成了‘十三五’目标
任务。”

事实上，成效并非一蹴而就。过去
5年，随着环保督察的轮番入驻，一场

“环保风暴”刮向全国。在四川，环保格
局已改写，例如，在全国率先实现省级
环保督察“全覆盖”，既用“国药”又用

“川方”，探索应对区域重污染天气的独
到“药方”，攻坚长江一级支流岷、沱江
水污染治理……

重拳之下，我省生态环境质量创下
近年来最好水平，“四川蓝”正逐渐成为
常态。

“十四五”，我省蓝天保卫战怎么
打？王波坦言，可以确定，空气质量只
能更好。在他看来，战略上，协同推进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根本；战术上，将紧扣碳减排、碳
达峰行动，推动“减污”与“降碳”协同
增效，让蓝天白云好空气伴随市民们每
一天。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王波 欧阳杰 摄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波：

我省蓝天保卫战进入“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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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G4216 蓉丽高速公路仁沐段犍为段岷
江特大桥施工，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切实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决定对施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现就相关事项
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路段
G4216蓉丽高速公路仁沐段K173+227孝

姑 互 通 至 K185 + 187 九 井 互 通 ，全 长 约
11.96Km。

二、交通管制时间
2021年3月10日8时起至4月2日24时，

2021年4月5日24时至4月29日18时止。如
有变化，管制时间顺延，另行通知。

三、交通管制内容
（一）G4216 蓉丽高速公路仁沐段岷江特

大桥施工，孝姑互通至九井互通段实行双向封
闭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

（二）封闭 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乐宜段
往G4216蓉丽高速仁寿方向匝道，往G4216蓉
丽高速沐川方向正常通行。

（三）封闭孝姑收费站进站后往沐川方向
匝道，往仁寿方向正常通行；封闭九井收费站
进站后往孝姑方向匝道，往沐川方向正常通
行。

（四）上述管制措施在此次交通管制时间
结束后即解除。

特此通告！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仁寿至
屏山新市公路LJ9标段项目经理部

2021年3月6日

关于G4216蓉丽高速公路仁沐段K173+227孝姑
互通至K185+187九井互通交通管制的通告

全国人大代表符宇航建议：

加强开发和推广新型节水器具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轻化工大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师符宇航是个
70后，1997年7月参加工作后，她一直
在自贡市轻工业设计研究院从事科研
工作。今年全国两会，她最关注的话
题是水污染，“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新型节水器具，中小学课本中可加入
普及新型节水知识和实践节水技能的
内容，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节水观念，
实践节水行动。”

今年全国两会，符宇航提交了6份
建议和1份议案。其中，在《关于加强

全民节水和做好水资源利用的建议》
中，从完善节水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加强各种水资源利用减少浪费、开发和
推广新型节水器具和方式、树立和强化
全民节水意识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推广新型节水器具，如节水马桶、节水
洗衣机、节水洗碗机等。在酒店、学校
等公共场合，有条件的应安装或换装节
水型感应水龙头，这样既可满足用水，
又不会造成浪费。”同时，住宅小区应大
力提倡并推进安装中水系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