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为 全 省作 为 全 省
环保重大基础环保重大基础
设施的重大项设施的重大项
目目，，天府新区第天府新区第
一污水处理厂一污水处理厂
是成都首个是成都首个、、也也
是四川最大的是四川最大的
地埋式污水处地埋式污水处
理厂理厂。。记者日前记者日前
从天府新区成从天府新区成
都管委会规划都管委会规划
建设与城市管建设与城市管
理局理局（（以下简称以下简称
规划建设局规划建设局））获获
悉悉，，项目主体已项目主体已
于于55月完工月完工，，力力
争争88月月1515日达到日达到
通水能力通水能力，，比原比原
计划提前半个计划提前半个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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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成都天投集团组织召开2017
年第二季度劳动竞赛表彰大会。

会议通报了成都天投集团2017年第
二季度劳动竞赛检查考评情况，对竞赛考
评表现突出的36个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过控单位项目、32名优秀个人予以了通报
表扬，并向先进单位颁发了“天府新区成
都直管区建设先锋”流动红旗以示表彰。
新区质安站对集团开展的劳动竞赛活动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结合当前防汛、环保
督查、高温作业安全等工作重点，对各项
目参建单位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成都天投集团已连续四年开展劳动
竞赛活动，各参建单位积极踊跃参与，以
争创“天府新区开发建设先锋”为荣，竞赛
品牌效应日益凸显。会议强调各参建单位
要充分发挥劳动竞赛载体和推手作用，全
面推进集团及新区建设，全面贯彻落实新
的工作要求，不断充实“六比一创”竞赛内
容，创新劳动竞赛考评机制，以助推项目
建设为中心，持续深入开展劳动竞赛活
动，为新区建设出更多的精品工程。同时
全面贯彻落实新区及集团工程质量、安
全、环保工作要求，确保项目优质高效平
稳推进。 潘允瞳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新区土壤、水环境
保护方案接受测评

召开二季度劳动竞赛表彰会

比原计划
提前半个月通水

据新区规划建设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天府新区第一污水处理厂
是目前全川最大的地埋式污水处
理厂。项目于2016年底开工建设，
原定计划今年8月底前实现通水。

“其实，原计划从进场到具备
通水能力的施工时间已经比较短
了，在全国同类型项目中也不多
见。”成都兴天水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刘成军说。然而，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城已经投入使用，
各类展会的举办将形成常态，随
着入驻企业和项目持续增加，成
都科学城内聚集的人口也不断增
加——对这一区域的基础设施建
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污水处理厂的主体已
经完工，管道安装完成了60%，设
备到场80%，强弱电安装完成40%。

“在新区规划建设局的指导下，我
们联合承建单位一起重新梳理流
程、倒排工期，在保证安全和质量
的前提下，通过重点抓好‘关键环
节、关键线路、关键设备’的建设，
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
提前实现通水。”刘成军介绍，“施
工现场目前也已经开足马力，24小
时不间断运转，力争能在8月15日
前实现项目通水。”

处理后出水
达四类水质标准

据悉，天府新区第一污水处
理厂采用“MBR+臭氧活性炭 ”
工艺，出水主要指标将达到地表
水Ⅳ类水标准。刘成军说，这个标
准比《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中的一级A标准还要高。

在施工现场的项目展示厅
里，刘成军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厂
区处理污水的全过程。“从管道而
来的污水将首先进入预处理单
元。”刘成军指着项目模型详细讲
解。这个区域为南北两侧处理线

路共用单元，主要通过粗格栅、细
格栅过滤掉大大小小的杂质、垃
圾，然后进入沉砂池沉淀砂砾，随
后进入的精细格栅将对1毫米以
上的杂质进行过滤。而在生化单
元内，将通过活性泥里的微生物
生命活动去除污水中的有机污
染、降解营养物质；膜处理单元内
的过滤孔径为0.01微米，在对污
水进行超滤之后排出。

南侧线路比北侧线路多了一
个单元——1万吨高品质再生水
处理。“在这里将通过‘臭氧活性
炭’技术进行脱色除味等处理，然
后进入综合管廊内的再生水管

道，出水标准将接近地表Ⅳ类。”
刘成军说，这些再生水将主要用
于建筑冲厕用水、市政环卫用水、
绿化浇灌用水等。

地面活水公园
9月底基本成型

“由于这个处理厂是一个全
地埋式污水厂项目，地面的呈现
方式将是一个全开放式的城市公
园。”刘成军指着模型告诉记者，
这里未来将成为成都市又一个活
水公园。

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水将
从西侧来到公园的地表，随着水
自然径流，经过多个层级的湿地
生态植物种植区。在这里，人们就
能直观地感受到大自然的自我净
化能力，同时也体会到生态环保
的重要性。

公园还会建设大面积的阳光
草坪，在综合办公区旁边还会建
设科普展示厅。地下将配套建设
1.1万平方米的停车场。按照进
度，今年9月底这个公园就将初步
成型，年底前全面建成。”

天府之声记者 李娅
摄影 王天志

天府新区第一污水处理厂力争提前通水
项目主体已于5月完工，力争8月15日通水

手续齐全
迁户“一站式”搞定

据悉，实施户口迁移“省内一
站式”服务后，户口登记在四川省
的居民，到天府新区公安办证中
心申请办理省内跨市州户口迁入
业务时，只要符合户口迁移政策
和迁入地落户条件且相关资料手
续齐全的，天府新区公安办证中
心户政窗口在审核审批后，通过
省级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其“一
站式”办理户口迁入业务，不再为
申请人出具户口准迁证，不再要
求申请人到迁出地办理户口迁移
证，提升了公安机关治安户政窗
口办事效率和便民服务水平。

凡户口登记在四川省的居
民，在天府新区公安办证中心申
报办理省内跨市户口迁入时，均
可直接到户政窗口申请按照户口
迁移“省内一站式”服务办理迁入
业务。但存在户口真伪存疑、户口
被冻结的，暂无法办理“省内一站
式”迁移业务，需查清解冻后才能
办理；存在户口相关信息需进一
步核查、有违法犯罪嫌疑正被立
案调查、不按要求开展户籍和实
有人口登记工作等相关问题状况
的，仍然按照原有户口迁移准迁
迁入流程规范执行；省内大中专
学生户口迁移、16岁以上成年人
在省级人口信息系统中无身份证
照片信息的，仍按原有户口迁移
流程规范执行。

新建5个“一站式”办证点
这下更加方便了

“不用再跑到天府大道的政
务服务中心办户口了，街道的派
出所就办好了，真是太方便了。”
7月5日，大林街道居民唐海燕在
大林派出所为刚刚出生不久的
孩子办理了新生儿入户手续。天
府之声记者了解到，7月1日起，
天府新区公安户政管理部门启
动实施简化居民身份证异地办
证手续、和扩大办证受理点新便
民举措，新启动大林派出所、籍
田派出所、兴隆派出所、煎茶派

出所、太平派出所等5个“一站式
服务办证点”。

据悉，天府新区公安分局按
照成都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在
全面完成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
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三项制
度”建设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解放思想，深化“放管服”改革，
依照“积极稳妥”和“方便群众”
的原则，从简化居民身份证异地
办证手续为切入点，进一步优化
办证流程，将异地受理、挂失申
报和丢失招领工作延伸至派出
所，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三项制
度”工作。

“群众不再需要为了一个手
续一而再地消耗时间和精力，真
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
跑腿，使人民群众在人性化制度
之中共享改革红利。”天府新区公
安办证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目
前，新区群众可在大林派出所、
籍田派出所、兴隆派出所、煎茶
派出所、太平派出所等5个“一站
式服务办证点”办理居民身份
证异地办证、挂失申报、丢失招
领业务。未设置“一站式服务办
证点”的街道，可就近选择上述
任一办证点办理相关业务。

户口迁移 新建5个一站式办证点
新区全面启动户口迁移“省内一站式”服务

“一站式业务”范围

“成都公安一站式服务办证
点”（以下简称“公安办证点”）是
成都公安警种办证中心的延伸，
履行成都公安窗口服务的职责任
务，推行当场受（办）理与互联网
咨询、预约、办理、预审核等相结
合的工作模式，为全域成都户籍
人员和来蓉人员服务。具体承担5
大类31项业务。

1、户政业务：市内户口迁移，
非主项变更、更正，死亡人员户口
注销，补发户口簿，新生婴儿入
户；姓名、民族、公民身份证号、性
别、出生日期变更、更正；派出所

辖区内户籍居民身份证申领、换
领、补领，全国各省市州居民身份
证换领、补领；申领、签注居住证
等业务。

2、出入境业务：本市户籍
居民首次申领普通护照、往来
港澳通行证及旅游签注（不包
含二次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
及旅游签注（不包含二次签注）
等业务。

3、驾管业务：机动车所有人、
驾驶人窗口用户注册。开通互联
网办理业务权限，引导群众在线
办理车驾管业务或拨打11185办
理车驾管等业务。

4、治安业务：养犬登记证、犬

只标识牌等业务。
5、证明材料：《变更证明》、

《死亡注销证明》、《参军服兵役注
销户口证明》、《出国（境）定居注
销证明》、《被判处刑罚注销户口
证明》、《重登/误登注销户口证
明》、《亲属关系证明》、《被拐儿童
身份证明》、《捡拾弃婴（儿童）报
案证明》、《非正常死亡证明》、《临
时身份证明》、《无犯罪记录证
明》、《居住登记证明》、《门（楼）牌
号变更证明》等。

以下情况不能异地办证

1、首次申领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的；
2、申请领取临时居民身份

证的；
3、申请人提供的姓名、性别、

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
常住户口所在地址（省内住址变
更的除外）与人口系统中信息不
一致难以确认身份的；

4、申领人因容貌特征发生较
大变化且未登记指纹信息难以确
认身份的、系统无照片的、公民身
份号码重错号的；

5、有国家信用信息共享交换
平台推送不良信用记录的。

杨理琴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近日近日，，天府天府
之声记者从天之声记者从天
府新区公安分府新区公安分
局获悉局获悉，，自自66月月
2626日起日起，，根据省根据省
公安厅的统一公安厅的统一
部署部署，，成都天府成都天府
新区全面启动新区全面启动
户口迁移户口迁移““省内省内
一站式一站式””服务服务，，
今后迁移户口今后迁移户口，，
申请人不用再申请人不用再
回原户籍所在回原户籍所在
地了地了。。

太平派出所公安“一站式服务”办证点

天府新区第一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已完成

新闻链接

为打好环境保护百日攻坚战役，助力
成都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成都天
府新区在“三治一增”上下大功夫。7月10
日，《成都天府新区新兴工业园园区土壤
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成都天府
新区良好水体保护方案》、《成都天府新区
未达标水体达标方案》等三个重头方案评
审会在市环境测评中心召开，来自西南交
大、西南财大、电子科技大学等多个高校
的专家、学者为新区土壤、水环境保护建
言献策。

2016年下半年，成都天府新区启动了
新兴工业园园区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
现状调查，在全市率先启动土壤环境监测
工作。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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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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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进行了详尽调查。

除了新兴工业园，土壤环境污染排查
工作还在成都天府新区广泛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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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体保护方面，成都天府新区委托
专业环境保护公司对辖区内的水体情况
进行详尽摸排、调查，并制定出对应的提
质、保护方案，比如加强水生态系统以及
湿地建设；加强河湖水生态保护，开展河湖
生态健康评价，防止兴隆湖富营养化等。

与会专家对新区的三个方案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对进一步完善方案提出建
议。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环保百日攻坚

成都天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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