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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由成都天府新区永兴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成都天府
新区金桥信息中心承办的以“搭建
供需平台、促进转移就业”为主题的

“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在永兴玉隆
东街举行。

本次招聘会现场为求职者发放
了就业创业相关政策资料，来自四
川凉水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世纪
城洲际国际酒店、佳兆业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等30家企业，提供了销售、
保安、家政等 55 个工种近 700 个就

业岗位，吸引500余名群众前来寻找
就业机会，签订意向性协议72份，培
训需求登记23人次。

此外，永兴街道计生办在招聘会
现场设立宣传点，现场为群众关心的
计划生育政策提供宣传解答服务，免
费发放《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手
册》《生育关怀 共建和谐》《幸福家庭
指南》等宣传资料，支持流动人口投
身永兴城乡一体化建设，接受政策咨
询20人，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

葛少虎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天府之声记者日前从成都天府
新区大林街道获悉，通过开展专项
巡查整治工作、落实水源巡查制度、
推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备案网上填
报工作、以及多渠道、全方位开展环
保宣传等四项举措，大林街道扎实
推进环境保护工作。

据悉，大林街道按照大气、水、土
壤等污染防治要求及属地管理原则，
开展了巡查整治工作，巡查街道范围
内85家企业单位，发现隐患10处，现
场要求整改8处，下发整改通知书2
份。此外，根据新区关于加强饮用水
源上游流域保护通知要求，街道定期

对辖区内的东风渠支渠进行巡查，未
发现有排污口、油污垃圾、漂浮物等
情况，水源环境卫生情况良好。同时，
通过在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张贴通知、环保宣传培训会上告知、
接受咨询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确保
了企业主清楚网上备案流程，积极参
与备案，目前已有1家综合型汽车服
务公司网上备案成功。大林还通过村
广播、悬挂宣传横幅、树立宣传栏、发
放宣传单、组织街道辖区内的企事业
单位、个体经营户集中培训等方式实
施环保宣传全覆盖，提高全民环保认
识。 苏建波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四举措”扎实推进
环境保护工作

大林街道

“3 月初以来，天府新区成都
片区工商局、天府新区消费者协会
及工商所联合各街道办事处、企事
业单位，围绕“网络诚信 消费无
忧”为主题，结合成都市“放心舒心
消费城市”创建活动，持续组织开
展各具特色的“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活动。

3月11日，华阳工商所会同华
阳街道办事处、华阳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以及相关企业，在万家居精
品装饰广场、安公路社区、广福社
区、龙合社区分别设点开展“3·15”
宣传活动。

3月15日，正兴工商所会同正
兴街道司法所、天府新区公证处、

供电所、苏码头社区等部门，在正
兴街道小学附近人流较为集中的
地方摆摊设点，联合开展国际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宣传活动。

兴隆工商所在兴隆田园诗驿
小区广场、万安工商所在天府新区
太平街道开展以主题为“网络诚
信，消费无忧”及“放心舒心消费城
市”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利用发
放宣传单、维权手册、现场回答群
众咨询等形式向居民群众普及网
购消费维权知识，呼吁消费者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
高消费者消费维权能力。活动期
间，共发放和张贴“消费维权实用

功略”“我的金融我做主”“食品安
全法”“购物天堂、舒心消费”等各
类 宣 传 海 报 和 资 料 5000 余 份
（册），受理消费者投诉 353 件，咨
询110件。通过2017中消协主题活
动的宣传，提升了消费维权的社会
公信力和影响力，营造了一个公
平、公正、诚信经营的消费环境。

在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过
程中，新区的消费环境也得到了各
方肯定。日前，天府新区家饰建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万家居精品装饰
广场）、成都新元素雅麓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分别荣获成都市工
商局“放心舒心消费城市”示范市
场和示范服务企业的称号。

3月13日，由成都天府新区合江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街道司法
所、合江中学协办，街道志愿者协会
承办的“拒绝校园暴力·争当守法少
年”法治进校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在合江中学开展，近80名师生参加
了此次活动。

下午 1：40 分，志愿者们来到
合江中学，并由合江司法所付映
梅为同学们讲解了校园暴力事件
的诱因以及危害。她以案例分析
的形式，向同学们科普其中所触
犯 的 法 律 条 款 及 损 害 的 他 人 权
益，让未成年人在科普中学习法
律知识，学会“严于律己，宽以待
人”的待人准则，从思想上向校园
暴力说“不”。志愿者们通过现场
提问，引发大家思考，共同探讨暴
力事件频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号召同学们从自身做起，从身边
小事做起，礼让他人，争当守法少

年；当遭遇校园暴力时，应该及时
告诉老师和家长，切勿私下解决，
让校园暴力失去滋生的土壤。

本次活动是合江街道法治进校
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内容之一，不
仅提升了街道未成年人的法治意
识，更让处于学生期的他们能够知
法、懂法、用法，用法律武器和法治
意识向校园暴力说“不”。

邹国丽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大气
禁燃区内淘汰燃煤锅炉

大气污染防治，从源头控制抓起。
据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规建局环境保
护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区出台了《天
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关于划定禁止销售
使用高污染燃料区域的通告》，要求稳
步推进城镇建成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工
作。截至2016年12月，新区城镇禁燃
区已淘汰 81.8%的燃煤锅炉，超额完
成75％的年度目标任务。今年，新区印
发《2017年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燃煤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综合整治工作方
案》，再次强抓燃煤锅炉整治工作，明
确要求在10月31日前确保新区在用
燃煤锅炉全面达标排放，2017年12月
20日前新区范围燃煤锅炉使用率同
比下降30%，“禁燃区内的燃煤锅炉
必须全部淘汰。”

加强对涉气工业企业的监管，是
重要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在日常监
管上，全市实施统一标准，对工业企业
的监管采取“双随机”模式。新区规建
局环境保护处工作人员介绍，新区的
污染源企业共有73家，按照“双随机”
标准，每家企业一年至少接受4次以
上的检查。同时，新区还加大环保执法
力度，严管涉气工业企业，采取明察与
暗访、平时检查与周末夜间突击检查、
日常检查与回头看相结合的方式，强
化化工行业及涉及漆雾、工业粉尘等
污染物排放的工业企业的监督检查。

扬尘治理、渣土运输管理是日常
重点监管工作。建筑工地、市政工地、
拆迁（待建）工地、交通工地等严格实
施工地扬尘整治“六必须、六不准”，
并严格落实应急预警措施，及时停止
土方工程施工和建筑垃圾清运。

环保处工作人员介绍，新区将关
停整顿小砖厂小钢铁小铸造企业，新
区范围内24门以下的砖瓦企业将全
部关闭。据悉，新区范围内的35家砖
瓦窑厂已经全部停产。

水
第一污水处理厂今年投用

在水环境防治方面，新区从六大

方面着手推进工作。
首先，提升污水集中收集处理

率。为保证成都科学城、中央商务区
的规划建设，新区新建天府新区第
一污水处理厂，将于今年竣工投用。
第一污水处理厂近期按 10 万吨/日
进行土建，5 万吨/日规模开展设备
安装，远期将达到 26 万吨/日的设
计处理能力。

在新兴工业园，新兴污水处理一
厂及污水干管项目已经在去年底开
建。新兴污水处理一厂主要收集处理
拟入驻新兴工业园的企业及新兴镇
场镇的工业及生活污水，出水执行类
Ⅳ类水域标准，总设计处理能力3万
吨/日，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近期处
理规模为5000吨/日，远期达到设计
能力。

今年，新区还将启动13家镇级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进一步降低
污染物排放浓度，并同时开展毛家湾
污水处理厂服务区范围内的管网排
查纠错，尽快解决进水水量小、浓度
低的问题。

其次，推进黑臭水体整治。截至

去年，贾家沟、栏杆堰、泥河堰、洗瓦
堰、黄沙河、李家堰、白蜡沟、长水沟
等水体整治工作相继推行。“今年的
目标是全面完成新区内重点河渠黑
臭水体整治工作。”规建局环保处工
作人员透露，高家桥沟、二道河、广东
街排洪沟等11条水体纳入今年的整
治范围，将基本消除丧失使用功能的
水体。

在下河排污口整治上，2016年启
动老旧城区下河排污口整治工作，包
括南湖梦幻岛、华龙桥戛纳湾垃圾站
排口、通济桥上下游排口整治工程、
金棕榈排口、河畔新世界东侧排污口
等下河排口。

在河渠清淤疏浚方面，完成贾家
沟、黄沙河，李家堰、栏杆堰、泥河堰、
洗瓦堰等河渠清淤，仅李家堰的清淤
量就达5000立方米。

在严格工业企业源头管控方面，
为进一步加强工业企业的污染管理，
强化源头控制，开展了园区外工业企
业基本情况调查。目前新区园区外工
业企业共 205 家，其中 180 家未办理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保验收。针对

调查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按照全市统
一部署，分类别、分层次、分类型开展
整治，划分出重点整治对象，全面实
现整治一批、理顺一批、成熟一批。目
前已经基本完成备案工作，并督促备
案企业加快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
污染物达标排放。

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工作上，为
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新区已经
完成黄沙河、及李家堰河沿线养殖
场关闭共计 126 家。同时，完成 20
家养殖场整治工作，从源头上进一
步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对于水环境
的影响。

土壤
完成37家重点企业污染排查

2016年下半年，新区启动了新兴
工业园园区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
现状调查，并将于近期出台调查报
告。对新区的土壤环境进行监测，是
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工作之一。

按照全市统一要求，新区对可能
造成土壤污染风险的重点工业企业、

工业园区、固废堆场、固废及危废回
收利用企业等各类企业、设施场地开
展全面排查。“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做
过土壤环境的调查工作，这次调查，
让我们对土壤环境有了底。”规建局
环保处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调查的内
容非常详细，调查点位500米范围内
是否有居民点、学校、医院或其他人
群聚集区；是否有菜地、果园、基本农
田等农用地；是否有林地、草地；是否
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
护区域；是否有河流、湖泊。若有，填
写河流湖库名称、经纬度及功能；是
否有对外环境要求较高的企业（如食
品、制药、仓储等企业，经纬度）等，全
部按条记录下来，作为后续开展工作
的依据。

同时，新区还全面开展土壤污
染重点行业企业空间位置遥感核实
工作。

截至目前，新区已经完成37家重
点企业、工业园区所在点位的土壤环
境污染排查工作。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摄影记者 王天志

举办2017年
“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拒绝校园暴力
争当守法少年

多部门携手共筑3·15诚信体系
成都天府新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食品
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
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进一步普及食品药品安全
知识，积极参与成都市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城市活动，倡导广大群
众共同参与，自我维权。3 月 15

日，成都天府新区永兴街道食药
监所在永兴综合市场门口开展了
以“食品安全 全民参与 共同维
护”和“积极推行三小管理条例，
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为主题的普
法宣传活动。活动共发放《四川省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

理条例》、《合理用药指导》、《食品
安全手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城市读本》等相关资料 800 余份，
发放食品安全宣传袋200个，为群
众解答法律咨询30余人次。

葛少虎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永兴街道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活动

永兴街道

合江街道

新区第一污水处理厂正加紧建设

兴隆工商所开展3·15消费无忧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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