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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下午，四川省重污
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召开全
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视频会议，
总结前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分
析当前大气环境形势，安排布置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会
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盯紧重点
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时段，坚决
打赢冬季蓝天保卫战。

省气象局副局长陈忠明介
绍，今年12月到明年2月，全省气
温以偏高为主，降水量较常年正
常略偏少。明年3月到5月全省
平均温度较常年均值偏高0.5～
1.0℃。预计2018年冬季，盆地大
部静稳天气发生概率高，大气自
净能力较常年偏差，不利于污染
物扩散。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巡视员李
萍提出，要坚决打好今冬明春错
峰生产攻坚战。一方面，继续做

好水泥行业的错峰生产工作，明
确任务目标，完善错峰办法，加强
错峰监督，确保完成任务。另一
方面，科学制定方案，加强督促检
查，确保工业企业错峰生产措施
落地落实。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樊晟表示，要提前部署、突出重
点，坚决打赢今冬明春扬尘防治
攻坚战。一是要全面强化工地扬
尘管控;二是要加强城市道路扬
尘防治;三是要加强城市其他扬
尘及噪声污染管控。

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主任、省环保厅总工程师
赵乐晨指出，今年前三季度，气
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今
年 1-9 月，全省 PM10 平均浓度
60.4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6% ; 未 达 标 城 市 细 颗 粒 物
(PM2.5)平均浓度40.5微克每立方

米，同比下降11.0%；优良天数率
84.2%，同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
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干得怎么
样，重要的是看冬季，并对打好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
提出三点要求：

首 先 要 盯 紧 攻 坚 考 核 目
标。要以大气环境质量“只能变
好，不能变坏”为底线，完成全省
未达标城市颗粒物(PM2.5)浓度
下 降 12% 、优 良 天 数 率 达 到
82.6%的2018年度目标任务。其
次要盯紧攻坚重点工作。一是
加强“散乱污”企业整治；二是深
入开展燃煤整治；三是推进重点
领域 VOCs 综合治理；四是加强

“车油路”综合整治；五是严控城
市“五烧”；六是加强扬尘污染防
治;七是落实错峰生产；八是加强
重污染天气应对。最后要盯紧
攻坚责任落实。 （殷鹏）

早报讯（记者 周琴）自今年
6月，成都伊藤正式对外宣布将
在年内开出首家食品生活馆以
来，不少成都市民就翘首以盼。
10月18日，100位伊藤食品生活
馆——华府大道店的员工们身
着崭新的工装，作为伊藤全新业
态的首批员工正式亮相。据悉，
截止目前店铺内部装饰已经全
部完工，即将进入陈列及货品准
备阶段。

作为伊藤扎根成都21年才
萌发的全新业态，伊藤食品生
活馆首家店落子天府新区。与
之前众所周知的成都伊藤不
同，此次开设的食品生活馆将
以1公里为主要服务半径，打造
成既能够满足居民日常购物需
求，又能成为他们的社交平台
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做成“小而美”又兼具功能性
的店铺。

首家伊藤食品生活馆11月启幕

早报讯（记者 赵霞）10月17
日，在全国第五个扶贫日来临
之际，由成华区群团枢纽指挥
部主办、成华区总工会、团区
委、双水碾街道办牵头的“成华
区全域帮扶丹巴社会扶贫项目
推介会”活动举行，共计130余
人参加了推介会。

活动现场，成都品生活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爱尔眼科及
呈祥东馆等企业，结合丹巴实
际，采取专业、精准的工作方
式，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
略、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及生活
性服务业发展结合起来，推出

“社区美学生活馆”、“精准医疗
救助”、“餐桌扶贫”等项目，开

创了城乡“C2C”(从乡村到社区，
从城市到乡村)双向互惠扶贫新
机制。

据了解，近年来成华区委、
区政府在对口帮扶丹巴工作
中，按照“全面整体攻坚，全域
精准攻坚，全程分类攻坚，全员
协同攻坚”工作思路，逐渐走出
了一条“精准式”帮扶、“造血
式”援助、“内生式”脱贫的扶贫
攻坚新路子。特别是搭建青年
创业平台，成华丹巴两地青年
聚焦当地特色优势产业，掀起
了一股创业热潮，“丹巴美人番
茄”、“莫斯卡牦牛肉”“丹巴金
花鸡”等农产品品牌形象崛起，
已成为丹巴农业的代名词。

早报讯（记者 赵霞）为切实加强
执法队伍综合素质建设，全面提高业
务水平，近日，青羊区2018年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正式开班。

该培训为期3天，主要针对青羊
区城市综合管理全体一线执法人员
和执法编制人员共计150余人，此次
培训是近十年来的全市首次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全封闭式、半军
事化培训。培训采用“队列基础训
练、法律法规专题学习、典型案列实
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与当下青羊
区城市管理执法形势紧密结合，重点
为加强综合执法改革调整后的理论
学习，尤其是增加了房管、住建等部
门职权划转的行政权力、执法实务等
相关课程。

10月21日，备受公众关注的
“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
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结束中
国国家博物馆首秀后，终于将回
到家乡，在四川博物院免费向公
众开放。这是“江口沉银”考古成
果首次在四川与观众见面，届时
将展出两年考古发掘出水的500
多件珍贵文物。

“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
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是
在四川广为流传的关于张献忠沉
银的民谣。去年以来的两次考古
发掘，出水的4万多件珍贵文物令
民间传说得到证实。江口沉银遗
址的考古发掘，还获得2017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年7月，

“江口沉银”考古成果展应邀赴国
博开展，场面十分火爆。国博展
结束之后，则立刻选择回乡亮

相。据介绍，此次展览也是即将
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
大会的系列重要展览之一。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将展
出两次考古发掘出水的大量珍贵
文物，包括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
藩王金宝实物——蜀王金宝，明
蕃王府以及张献忠册封妃嫔的
金、银册，佐证江口沉银遗址为战
场遗址的三眼火铳，张献忠嘉奖
部将所用的“西王赏功”金、银币
等等。其中，“西王赏功”金币在
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之前因为存世
稀少，一枚就曾拍卖到230万元。
此次展览，将有数十枚“西王赏
功”金、银币亮相。此外，大量精
美的金银首饰、张献忠一路烧杀
掳掠从藩王府中抢夺的库银，也
将“列队”集体亮相。更值得一提
的是，此次考古展还将水下考古

的过程也做了别致的展陈，让观
众在欣赏文物的同时对考古更加
了解。 ( 吴晓铃)

苟于华，达州市宣汉县红峰
镇白雪村村民，首届“四川脱贫
榜样”获得者。苟于华家里只有
年迈的奶奶、多年前中风的爷
爷，以及还在读书的他和妹妹，
一直也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2014年，苟于华家被评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2017年底，苟于华放弃了在
广州优越的工作和生活，回到家
乡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扶贫
之路。他结合自身条件和人脉
资源，选择了本地农家散养的土
鸡作为主推产品，展开了面向网
络的销售。

很快，他就研发出了具有川
东地方特色的“辣子鸡”“麻辣鸡
块”，一经推出就立马得到顾客
的青睐，好评如潮。有了好的产
品就需要建立稳定的销售渠

道。苟于华召集了一群精通互
联网的小伙伴，大家一起努力把

“辣子鸡”“麻辣鸡块”通过主流
电商平台上进行销售。

为了创立红峰镇自己的农
产品品牌，他与朋友们筹资成立
了四川唐阿姨农产品有限公司，
并注册了“川东老农民”品牌，取
得了合法经营手续。苟于华还
利用新媒介技术，把取蜂蜜的全
过程拍摄下来，配上解说词制做
成视频在网上作宣传推广用。

2018 年上半年，苟于华的
“川东老农民”产品正式在某电商
平台上进行销售。据统计，平均
每天成交量30多单，销售额达到
2000多元以上。短短一年时间，
红峰镇959户贫困户养殖土鸡2
万余只，每户平均增收 2000
元。 （天府早报记者赵霞）

生态环境部公布9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前 20 名四川占 7 席 内江高居榜首
10月18日，生态环境部有关

负责人向媒体发布2018年 9月
和 1-9月空气质量状况。其中，
在刚刚过去的9月，全国空气质
量排名前20名的城市中，四川有
7座城市跻身期间，具体为内江、
雅安、遂宁、资阳、绵阳、德阳和
广安，排名分别为第 1 名、第 5
名、第6名、第9名、第12名、第15
名和第16名。

按照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有关要求，生
态环境部在原有74个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排名基础上，将排名城
市范围扩大至169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成渝地

区、长江中游、珠三角等重点区
域以及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
市。从7月起，生态环境部每月
发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20
个城市和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
后20个城市名单，每半年发布空
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好和相
对较差的20个城市名单。

从 2018 年 9 月整体情况来
看，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0.8%，同
比上升2.6个百分点；PM2.5浓度
为 2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7%；PM10浓度为52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11.9%；臭氧浓度为
139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1%。 （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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