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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创新监测治
理手段、提高科学决策水平，龙泉驿
区始终在路上。今年，龙泉驿区投入
6200 余万元，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
方式，建设“龙泉驿区大气智能大数
据监管中心”，实现区域大气环境管
治平台从“信息化”到“智能化”的升
级和治标治本双管齐下。

“哪里有污染源、哪里空气污染
严重、造成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动态
信息都能被系统实时捕捉计算并迅
速做出反应。”据项目中标单位技术
负责人韩科博士介绍，大气智能大数
据监管中心将采用动静结合式高精
度空气质量感知管控系统，也叫 Al-
pha MAPS 生态大脑，能凭借自主学
习提升研判能力，通过“移动+固定”
式空气质量监测模式实现对城市空
间的有效覆盖，并融合城市大数据进
行深度学习和高性能计算得到城市
范围百米级、分钟级的超高精度空气
质量信息。针对目前大气环境监测
治理中的难点，Alpha MAPS 生态大
脑依靠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学习，能
够实现治标治本、科技治霾，一站式
完成大气监测和大气管治。

“龙泉驿区启动建设大气智能大
数据监管中心，就是要通过完善大气
污染溯源系统、数据分析系统、统筹
调度系统和目标管理系统，在科技治

霾和大气环境智能管治方面先行先
试，形成可推广经验。”区生态环境局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项目将全区划
分为 558 个一平方公里大小的网格，
每个网格每小时提供 6 项大气质量
监测数据，每天提供超过 8 万条有效
数据，是全区现有数据量的 30 倍以
上。项目建成后可以对整个龙泉驿
区大气污染防治进行无盲点污染物
监测和污染溯源，提高政府执法效
率，明确各职能部门履职尽责机制，
精细化管控企业排放，从而解决当前
大气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
题，全面提高大气环境管控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龙泉驿区早在
2015 年 就 初 步 实 现 了 监 管“ 智 能
化”。投入 2000 多万元建成的环保
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和应急指挥平
台，将辖区 200 个重点污染源纳入统
一监控平台；投入 370 万元完善移动
执法 APP 系统建设使用，构建环境
业务软件系统，打破生态环境部门

“信息孤岛”状况，每一个涉及环境监
管的重要环节，龙泉驿区都积极发挥
科技的作用，推动环境治理能力现代
化。随着大气环境质量的不断向好，
龙泉驿区还将进一步加大科技治气、
精准治气力度打好蓝天保卫战，守护
好大自然赋予市民群众的生态福利。

任浪莉

““工程化工程化””治霾治霾““信息化信息化””监管监管““智能化智能化””治理治理
成都经开区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成都经开区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又一个看雪山的日子，到龙泉
山城市森林公园去拍。”6 月的一天，
摄影爱好者刘斌趁着好天气登上龙
泉山，毫无悬念地又拍下了一组雪山
风光：晨曦的微光渐渐照亮城市的高
楼，背后绵延起伏的群山清晰可见，
远处的西岭雪山在阳光照射下尤为
圣洁，站在城市东部的龙泉山，遥看
成都平原西边的雪山，1000 多年前
杜甫所看到的美景，穿越时光隧道，
以摄影作品的形式惊艳了龙泉驿人，
一时间，雪山美景刷屏了微信朋友
圈。自 2016 年起，就有不少摄影爱
好者在龙泉山上拍摄到雪山美景。
有摄影师介绍，在天气特别好的时
候，离龙泉驿直线距离近 100 公里的
贡嘎山和西岭雪山还能一同入镜，非

常壮观。
“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古诗意境，

频频出现在龙泉人的朋友圈里，成为
生态环境保护的最美背景。近年来，
四川省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以下简
称“龙泉驿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央、省、市系列决
策部署，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坚持守成和创新相结合、实
践和能力相促进，积极推进环境治理
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大气污染防
治取得积极进展，书写着美丽中国的

“龙泉驿篇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当下，龙泉驿区以“工程化”治
霾、“信息化”监管、“智能化”治理，
为大气环境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工程化治霾——瞄准影响大气直接因素

白色水雾袅袅升起，林木葱茏
间，如仙境一般，在龙泉驿区驿都大
道，5 公里长的“超细清水雾系统”正
在运转。站在水雾旁，能明显感觉到
空气湿润清新。

作 为 2018 年 引 进 的 三 大 治 霾
“黑科技”之一，“超细清水雾系统”在
驿都大道向阳桥至汽车总站航天北
路两侧设置超细清水雾设备 63 套，
通过工程化措施发挥治霾作用。据

信息化监管——第一时间锁定污染源

用工程化措施“治标”，更要用“信息化”
手段治本。

浓浓夜色中，四周一片寂静，一辆小型汽
车在龙泉驿区的主次干道缓缓行驶，车顶一
道绿色的光线，穿透夜色巡航高空。龙泉驿
区投资 540 余万元采购的四川省首台 PM10、
PM2.5、VOCs 一体走航监测车在 2019 年年初
正式上线运行。

龙泉驿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辖区工业企业多，臭氧污染成因复杂，龙泉驿
区引进这一科技“利器”，就是要通过 VOCs、
颗粒物污染实时追溯，精准判定污染区域、污
染企业的位置、排污种类及浓度，用“信息化”
手段达到治本目标。

据介绍，走航车载大气颗粒物监测激光
雷达对 PM10、PM2.5 进行遥感探测，可对点源

智能化治理——全面提升大气管治水平

区生态环境局
负 责 人 介 绍 ，
这套系统以市
政 水 质 为 介
质 ，通 过 超 细
清水雾系统以
雾 状 形 态 喷
出 ，产 生 直 径
1 微 米 ~10 微
米的高速均匀
细 水 雾 ，能 起
到除霾、降尘、
降 温 、增 加 空

气湿度、增加负氧离子的作用。从此系统使
用后的测试数据来看，4 毫升水在 1 秒内可分
裂形成 50 亿个水滴，在喷雾除尘覆盖区域，
短时间内空气污染指数可下降 50%以上。

在音乐广场区域，“多尺度喷淋除霾技
术”与“清水雾人工增雨系统”应用示范项目
两大治霾“黑科技”同时启动。

环形岛地形的音乐广场，四周分布着密
集的机动车道，人员和机动车活跃度高、流
量大。在扬尘和尾气排放较为集中的地铁出
口区域，龙泉驿区安装了多尺度喷淋除霾系
统，分为 6 个区域，覆盖面积约为 5000 平方
米左右。据介绍，针对 PM2.5，外场试验表明，
在喷淋系统开启前 PM2.5浓度为 85 微克/立方
米，开启后短时间内，PM2.5 浓度可以下降到
35 微克/立方米左右。安装完成后，可以在
10 分钟~20 分钟之内，将区域内的中、重度霾
降到优良水平。

除了地面的抑霾设备，在音乐广场周边
的高层建筑物上，还安装了清水雾人工增雨
系统。高空的设备喷出的水雾粒径在 30 微
米左右，高空降落相当于降雨，可以包裹吸附
高 空 中 的 悬 浮 颗 粒 物 ，有 效 降 解 高 空 颗 粒
物。据介绍，清水雾人工降雨系统直接雾化
覆盖面积 1500 平方米~2000 平方米，间接覆
盖面积 1.2 万平方米，可以有效阻挡道路扬
尘、汽车尾气、人为活动废气等扬尘气体，为
污染源提供阻挡屏障。

三大治霾“黑科技”发挥系统降尘抑霾
作用，在建成区周边形成环形空气净化区，在
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的驿都大道、音乐广场
等区域由点到面的布置超细清水雾、人工增
雨示范和喷淋除霾技术，不仅提高此区域负
氧离子含量、空气湿润度，降低悬浮颗粒物雾
霾含量，同时还兼具降温效果。“工程化”治霾
正助力区域打造清新舒适环境、营造宜业宜
居的优美生态。

针对局部区域，“工程化”治霾措施也在
加码升级。2019 年，龙泉驿区聘请“环保管
家”指导企业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
造，督促指导 VOCs 重点排放企业主动落实
治污主体责任、自加压力，制定“一厂一策”，
采 用 国 际 领 先 的 沸 石 转 轮 + RTO/RCO/
TAR 燃烧浓缩净化及焚烧等技术，减少大气
污染。截至目前，已完成 36 家 VOCs 重点排
放企业废气治理提标改造，VOCs 排放浓度
在达到省标基础上，再下降 50%，去除率达到
97%以上，为 2019 年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21 天
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行定点扫描、对区域进行走航扫
描；车载飞行质谱仪，能够检测烃类、
苯系物、醛类等 200 多种 VOCs。“通
过边走边测，解决了传统固定监测模
式的局限，能够全面、快速、精准诊断
VOCs、颗 粒 物 污 染 的 整 体 分 布 情
况，锁定重点污染区域。”区生态环境
局负责人说，“我们根据走航结果，分
析大气污染现状、污染特征、污染来
源等，可以为大气环境管控、环境执
法提供及时、高效的技术支撑。”

采用移动设备监测固定区域污
染源的同时，龙泉驿区也同时利用固
定监测设备加大对移动源排废情况
的监管。

只要汽车从横跨在道路中间的
“龙门架”驶过，只需 0.7 秒，监测系统
就能读取这辆车的尾气排放数据，电
子显示屏就会同时显示车牌号以及
尾气是否合格。日前，龙泉驿区在世
纪大道已经设置了固定式机动车尾
气遥感监测系统，其数据实时传输至

区生态环境局。
2019 年，龙泉驿区投入 705.6 万

元，在世纪大道、陶都大道、成安渝高
速路出口安装三套固定式机动车尾
气遥感检测系统，采用激光技术，24
小时运行，准确识别并将车辆超标情
况、车牌号等数据传输到区生态环境
局系统后台，方便工作人员进行处
理，为加强机动车尾气管理、掌握移
动源对雾霾天气贡献率提供信息依
据。

作为覆盖全区的固定式监测设
备，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也进一步
得到完善：投资 2244 万元，在原有的
1 个国控子站、1 个市控子站、8 个区
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微站的基础上，
在区内的 11 个街镇建城区域和经开
区内增设了 12 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标准站，实施全域覆盖，组成区域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通过信息化监
测，精准掌握区域污染因子，为区域
大气污染防治奠定基础。

龙泉山上远眺雪山 刘斌 摄

◆丁凤然

2019 年，重庆市万州区李河镇棕花村面临两大
难题：一个是如何消除养殖产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
污染，另一个是 13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何脱贫。

按照中央脱贫攻坚因村派人、尽锐出战的要求，
2019 年 3 月，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派出田军来当棕花
村的“解题人”，担任棕花村第五任第一书记兼驻村
工作队队长。

田军到任后，通过查看资料、走访贫困户、现场
调研等，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棕花村必须走生态兴
村的发展道路。

发展特色生态农产品
生态兴村怎么搞？田军选择了从种植香根草入

手。这种有着神奇牧草之称的小草，不仅可以用于
农村水体污染治理，还能用于产业发展，非常适用于
南方地区农村小规模养殖场和分散的生活污水治
理，以及小规模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

2019 年 5 月，田军先是自费引进了部分实验种
苗试种，随后又在村里进行牛羊喂养投料实验，并在
重庆三峡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支持下完成了香根草营
养成分检测。

为验证香根草在高浓度氮磷富营养化水体中的
生长及适应情况，驻村工作队从 2019 年 7 月开始利
用养猪场沼液净化池投放香根草人工浮岛，同时在
棕花村水库消落带区域种植了 15 株种苗进行存活
实验，并带队赴云南实地考察抚仙湖山水林田湖草
示范项目。

在田军的启发和带动下，村里两位青年人下定
决心发展香根草产业。2019 年年底，流转土地 150
余亩、投资 50 余万元的三峡库区规模最大香根草产
业基地在棕花村落成了。

规划建设生态农业产业园
在棕花村的脱贫致富规划中，棕花两山生态

农业产业园是点睛之笔。这座集种养、农产品
深加工、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园，

由杨见沟香根草生态湿地、三峡香根草产
业基地、棕花嘴肉牛基地、蚯蚓生态

养殖基地、老林林下种养殖基地、下窑孔岭经济作物
套种基地、顾家坪农耕文化体验中心组成，建设规模
总面积约 2.1平方公里。

园区以发展香根草产业为纽带，利用“香根草畜
牧—畜肥+秸秆繁殖蚯蚓—蚯蚓蛋白肥供应林下种
植、养禽—禽肥还草”的模式，达到既治污又致富的
目的。还通过杨见沟香根草人工湿地，实现对养殖
废水、黑臭水体的治理，提升杨见沟进入甘宁水库的
水质。同时，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白鹭、野
鸭、红嘴鸥等野生动物，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田军算了笔账：园区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
值将达 468 万元，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14.04 万元，建
卡贫困户人均年收入预计可实现 1.8 万元，还能提供
30个-50个工作岗位。

成立一个合作社
在推进生态兴村的过程中，田军意识到，有必要

建立一个具有造血功能的具体执行机构，来推进绿
色“三生”（生态、生产、生活）目标的实现。

于是，重庆市第一个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营业
务方向的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区两级生
态环境部门的帮扶和指导下成立了。由驻村工作队
和本村返乡创业青年党员牵头发起，部分村民自愿
出资，再加上帮扶单位支持的产业发展扶持资金，棕
花村的混合所有制农村股份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农村
分散撂荒土地集约发展，推进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
资金、村民变股东的农村产权“三变”改革。

在田军看来，成立后的股份合作社将发挥三大
功能作用。一是在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与运营方
面，近期优先解决本村废弃农药化肥包装物随意丢
弃、废旧农用薄膜、养殖大户的养殖废物、农业秸秆
等突出农村污染问题；中期逐步过渡到承担生活污
水、生活垃圾集中收运，村级自来水厂运维和村级道
路的清扫保洁。

二是依托香根草产业，开展国土矿山复绿、农村
黑臭水体及养殖废水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土壤修复
等生态环保治理工程承接。

三是作为推动山地农业高效发展的“领头羊”，
投资建设融山水林田湖草要素为一体的生态农业产
业，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生产经营发展双结合
双促进。

随着生态兴村工程的不断推进，田军和驻村工
作队的队员们越干越有信心：“驻村工作队将继续坚
持不懈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高质量全面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打赢棕花村脱贫攻坚最后一战。”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驻棕花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走生态兴村道路

小小香根草 脱贫大希望
本报讯 湖北省恩施州生态

环境局日前印发《恩施州生态环
境系统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
发市场活力十条具体措施》（以下
简称《措施》）。4 月以来，恩施州
生态环境局电话指导服务企业
33 家次，对 73 家企业复工复产进
行现场指导，协调解决环境问题
95个。

《措施》指出，恩施州生态环
境系统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严格
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正面清
单，实行生态环境差异化监管执
法。建立州生态环境保护咨询委
员会，免费为企业提供生态环境
领域咨询服务，无偿向企业提供
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积极为企业
发展纾困解难。积极推行“不见
面”审批，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排污许可证办理、辐射安全许可、
危险废物转移等行政审批事项实
行线上审批，减少材料 3 项、减少
环节 5 项、减少时限 4 项、减少跑
路 1 项。围绕疫情防控、重污染
天气应急和日常监管，将 26 家企
业和建设项目列入生态环境监督
执法正面清单，做到“有呼必应、
无事不扰”。

数据最有说服力。恩施州生
态环境系统对农副食品加工业、
酒、饮料制造业等十大类 30 小类
行业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实
行豁免措施，目前已豁免 22 家。
全面推广畜牧业等十七大类 44
小类行业环评告知承诺制试点工
作，目前已告知承诺 18家。

恩 施 州 生 态 环 境 局 党 组 书
记、局长黄波介绍，全州生态环境
系统严格实行生态环境差异化监
管执法，对 9 起造成严重污染环
境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依法从重或加重处罚；对 7 起首
次轻微环境违法行为，未造成环
境污染且主动改正的，依法不予
处罚。 余桃晶朱熙锋

实行差异化监管
推行“不见面”审批

恩施十条措施
助推高质量发展

决战决胜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近年来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打造“生态美、环境优、产业兴、农民富”的美丽乡村升级版，不断增强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
和幸福感。图为航拍的仙居县官路镇寺前万村美丽乡村景象。

陈月明摄

上接一版

桐乡市屠甸镇是中国植绒纺织名镇，镇里
的轻纺工业园区聚集了大量定型、植绒、烫金复
合企业。近年来，由于异味投诉信访较多，成为
监管平台最早运用于环境执法的区域之一。

日前，桐乡分局环保五所副所长程家迪来到
这一区域某企业开展例行检查。通过扫描厂区
门外墙上标识牌上的二维码，他立即获取到了企
业的排污许可发证信息，以及对应的污染物治理
设施及工艺、污染物排放许可浓度、许可总量等
内容和各项环境管理要求，甚至还有排污口和主
要生产设备的 VR场景。

“这样既方便了企业现场管理，又便于执法
人员查询执法信息，极大地提升了环境执法监
管的效率。而且，信息的全公开使企业处于群
众的监督之下，也可以有效倒逼企业绿色生
产。”程家迪说。

监管平台还能够对排污超标、生产工况与
污染治理设施不匹配、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台
账填报错误等异常情况实施“红绿灯”精准预
警，自动推送至执法人员客户端，实现“撒网式
执法”向“目标式执法”转变。

前几日，程家迪收到辖区内的桐乡佑泰新
材料有限公司疑似发生排口超标预警短信，便
立即赶赴现场。经排查发现，原来是除尘设备
清灰暂时停用导致报警，企业已在第一时间恢
复治污设施的正常运行，并马上请来技术人员
攻克了除尘设备停机清灰的技术难题。

桐乡“排污许可智能监管平台”系统自启用
以来，已发送有效预警信息 1036 条，采集全市
179 家已发证企业各类工况数据 1375 万多条，
发现并处置环境问题 4126 个。今年一季度，桐
乡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6.7%，同比上升
6.9% ；PM2.5 平 均 浓 度 为 32μg/m3，同 比 下 降
27.3%；各类环境信访数量同比下降 37.2%。同
时，屠甸镇轻纺工业园区今年未接到一起投诉。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完善排污许可证‘一
证式’证后执法监管试点成果，打造‘一图一码
一指数’污染源监管模式，铁腕保障绿水青山。”
姚伟平介绍说。

据悉，这一模式将形成统一的点源动态在线
监管平台，生成环境污染源“预警地图”，并依托
排污单位现有的排污许可证信息公开码，建立企
业环保红黄绿“健康码”，并将行业环保关键绩效
指标纳入企业信息评价系统。

数字化监管，开启证后监管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