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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联合环保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主办 2016 年 4 月 20 日

【产业要闻】

√ 2016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 确定十三五思路

√ 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明确发展道路与坐标,让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治蜀兴川各项事业

√ “十三五”四川要打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政策法规】

√ 环境保护部审议通过《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

√ 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 四川省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七条政策措施

√ 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 2025规划

【成都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动态】

√ 金堂县入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 成都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举行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产研院工作】

√ 省环保厅来我院调研

√ 成都市委常委吴凯来我院考察

√ 雅安碲铋产业研究院来我院考察交流

【成员风采】

√ 易态“全密闭矿热炉高温烟气干法净化回收技术”入选国家发改委推荐技术目录

√ 共商行业发展之道 同建降噪企业沟通新平台

√ 环能科技创新污水应急处理模式

【产业要闻】

2016 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 确定十三五思路

内容摘要

会议上分析了“十三五”环境保护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研究提出“十三五”环境保护总

体思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部署安排 2016 年重点工作。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出席会议

并指出：

◆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环保工作有三个转变：一是工作主体由过去单纯抓企业向既抓企业也要

落实地方责任转变；二是目标上从抓总量到向突出质量转变；三是工作方式上从自上而下向自

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转变。

◆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重点谋划和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

心，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二是以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为动力，

加快构建绿色发展的内生机制。三是以建立健全环境预防体系为抓手，切实优化生态文明建设

的空间格局。四是以法治和标准为牵引，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是以生态环境安全为

底线，加大环境风险防控力度。六是以社会多元共治为路径，大力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明确发展道路与坐标,让绿色发展理念融

入治蜀兴川各项事业

内容摘要

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近日在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式上，深入浅出畅谈绿色发展。王

东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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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先后出台了《四川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四川省灰霾污染

防治办法》，使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总体稳定。

◆要清醒看到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仍然脆弱、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干部内心需要真正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打响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推进绿色发展必须全省上下、各方面都要勇于担当。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

◆要具体作出 5 个方面的部署，一是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构建科学合理的发展空间格局。二是

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增强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三四全面推进污染防治,不断提高生态环境

质量。四是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五是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在四川落地生根。

“十三五”四川要打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

1 月 20 日，2016 年全省环境保护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环

保厅厅长姜晓亭表示，四川将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着力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

战役。

一、针对大气污染防治 1、继续挂牌整治一批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2、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依法对重点行业企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3、认真贯彻落实新《大

气污染防治法》和“大气十条”。4、积极鼓励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大气污染防治新工艺、

新技术、新产品。

二、针对水污染防治 1、认真贯彻《水污染防治法》、“水十条”和《四川省饮用水水源

保护管理条例》。2、加强县级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污染治理。3、“四川还将开展城乡集中式饮

用水源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推进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

三、针对“垃圾围城”现象等土壤污染防治 1、开展耕地、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和重点污染企业

周边等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监测。2、加强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推广农村垃圾“户分类、村收集、

镇转运、市县统一处理”模式，切实防止垃圾乱堆乱放污染环境，配合有关部门有效遏制“垃

圾围城”现象。

【政策法规】

环境保护部审议通过《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

总体方案》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1月 29日在北京主持召开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生

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明确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强调

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统一基础设施建设，集中管理数据资源，推动系统整合互联和数据

开放共享，促进业务协同，完善制度标准和数据安全体系，通过五年的努力，基本建成大数据

应用平台、管理平台和大数据环保云平台架构，实现生态环境综合决策科学化、监管精准化、

公共服务便民化。

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若干规定

2016年 3月 2日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

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

《规定》明确，对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员和担任领导职务的科

技人员所获得的奖励或收益形式做了规定。

《规定》提出，要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突出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及人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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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做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税收试点政策向全国推广工作，落实好现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税收政策，积极研究探索支持单位和个人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

四川省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七条政策措施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114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等工作。

会议原则通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措施，从钢铁、煤

炭等去产能，企业创品牌、增效益，房地产去库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实体经济企

业成本，营造良好政商环境和政务服务环境等方面提出十七条当前急需的政策措施。

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 2025 规划

2016 年 2月 18 日，成都市政府发布《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 2025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一、2 个阶段性目标

1、第一阶段到 2020 年，以“强基础、补短板”为重点。完成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

计，全面完成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任务，完成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基本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方式转型。

2、第二阶段到 2025 年，以“促融合、提质效”为重点。主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由体系建

设向融合发展的深化，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产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

增强。

二、主要目标

1、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高。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明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成果惠

及更广大人民群众。

2、资源能源利用水平显著提升。资源、能源消费总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资源

综合利用、回收利用、循环利用水平提升，资源产出效率明显提高，资源利用方式明显转变。

3、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大气、水、土壤、农村面源等污

染治理工作取得新成效。

4、生态文明社会风尚基本形成。生态文明科普宣传、公共教育和专业培训等工作深入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明显提高，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深入人心，水生态文明特色彰显。

5、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明显成效。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

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绩效考核中的重要性和约

束力明显提升。

三、7 大主要任务

针对上述目标，此次《规划》提出 7 大具体主要任务：一是优化全域空间开发格局；二是

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三是推动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四是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五是健

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六是树立生态文明社会风尚；七是着力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四、5 方面保障措施

为实现上述目标，《规划》当中提出的具体保障措施，包括加强统筹协调、落实责任分工、

完善政策配套、加大项目支撑和强化区域合作 5 方面的内容

【成都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动态】

金堂县入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1 月 27 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七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工信

部规〔2016〕16 号）。金堂县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作为节能环保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成

功成为此次四川省入选的两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之一。

成都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举行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3 月 26 日，金堂县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成都市节能环保产业基地起步区二期(金堂县三溪镇)

隆重举行。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上海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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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大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制造项目、成都美富特膜科技有限公司特种膜水处

理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二期)、四川杭商实业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四川环能德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中空纤维膜生产基地项目、四川长虹格润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手机拆解项目等

14个项目，总投资 94.6 亿元，项目占地 2681 亩。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422.5

亿元，年税收 36.9 亿元以上。

【产研院工作】

省环保厅领导来我院调研

1 月 13 日，省环保厅科技标准与产业发展处处长昝学军、副处长尹东，省环科院水环境研

究所所长田庆华一行，在省环保产业协会陪同下，对我院进行了参观考察。

市委常委吴凯来我院考察

3 月 1 日，成都市市委常委吴凯一行，在金堂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晓涛，县委常委、副县

长贺正余等领导陪同下，调研金堂工业园区，并对产研院进行了参观考察，对院的运营模式表

示出了浓厚兴趣。

雅安碲铋产业研究院来我院考察交流

3月1日，雅安市石棉碲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专家们在石棉县科技局领导带领下来我院考察，

双方进行了简单的交流座谈，两所产研院互相介绍各自的基本情况以及发展状况。

【成员风采】

易态“全密闭矿热炉高温烟气干法净化回收技术”入选国家发

改委推荐技术目录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2015 年本，节能部分）》，

产研院常务理事单位成都易态科技有限公司的“全密闭矿热炉高温烟气干法净化回收技术”入

选该目录。易态科技的该技术开辟了人类历史上高温干法净化除尘的工艺之路，并在铁合金、

高钛渣、磷化工、煤化工、有色冶金等行业得到了成功验证，将来可广泛应用于其他密闭矿热

炉干法高温烟气净化回收领域，可极大地助推工业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为中国雾霾治理和低

碳绿色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先进技术支撑。

共商行业发展之道 同建降噪企业沟通新平台

2016 年 1 月 8 日，四川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噪声与振动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噪声与

振动防控技术交流会在成都隆重召开。噪声与振动控制专业委员会由从事噪声与振动控制的企

事业单位组成，专委会挂靠在产研院常务理事单位四川正升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相关工作。

噪声与振动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将在省环保产业协会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与全体委员一

道，共同促进噪声与振动控制行业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为减少噪声与振动污染和改善我省

声环境质量做出应有贡献。

环能科技创新污水应急处理模式

目前，在“阵地战”上，各地政府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和模式。而“游击战”怎么打，还

处于探索中。产研院常务理事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北京清河的超磁分离污

水应急处理站，利用“游击战”模式达到了污水应急处理的技术和效果。

北京为了应对清河不少河段出现黑臭现象，通过认真的技术比选，选择了超磁透析技术对

河北村集中排污口进行应急处理。河北村项目是典型的政府采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范例，也

是应急合同环境服务的典型案例，值得大力推广。

四川联合环保装备产业技术研究

地址：成都市金堂县节能环保产业基地节能大道 16号
电话：028-69061819
传真：028-69061819
网址：http://www.scepei.cn/
微信公众号：四川联合环保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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