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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预报

交警烈日下帮老太打捆垃圾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邓成满）

昨日，

南充当地论坛上，一篇《南充有这样的

警察俺欣慰了》的帖子，引起数千网友

关注。图片提供者罗女士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8月8日18时许， 南充街头，“一名

老太太连拉带拽地拖着一大捆垃圾过

马路。当时红灯就要亮了，她还在马路

上吃力地行走。正在指挥交通的交通走

过来，一手接起她的垃圾，一手牵着她

过了马路。走到人行道上的老人坐在花

坛边上扇扇子，那位交警小伙则弯下身

去，把那些垃圾重新整理并捆好。”

当事交警是南充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的贾琪，小贾回忆说：太婆过马路很

缓慢，既影响交通也有安全隐患，所以

才帮忙的。

全省电力富余

起码50亿千瓦时

一天热“爆”六七处水管

昨日10时25分， 巴中市气象台发布

今夏首次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全市部分

地方最高气温达38℃。“近期天气炎热，

供水管道水压太大，造成爆管。”昨日，

巴中市圣泉水务公司综合部经理张界

平称，江北片区仅昨日一天就有六七处

水管爆裂， 而近期已有200余处大小水

管出现爆裂现象。 (

汪俊）

医院的儿科最忙碌

成都商报讯

（

林永炳 记者 王明

平

）德阳市持续出现35℃以上的高温晴

热天气，8月8日~10日已连续3天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连续的高温天气导致各家

医院的儿科成了最忙碌的地方，德阳市

妇幼保健院医生介绍，近段时间，该医

院儿科每天的门诊量近200人， 比平时

增加了近三成。

最热地方暂无“热伤”者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罗敏

）宜宾气

象台介绍，截至昨日下午6点，宜宾市筠

连县维新镇最高气温达到41.1℃， 刷新

今年宜宾最高气温纪录。宜宾中心城区

相对温和，最高气温36.8℃。筠连县维新

镇镇长苏孝清告诉记者，当地气温确实

感觉比往年更热，但尚未收到有人员因

高温入院或伤亡的报告。

叙永县最热38.1℃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张柄尧

）昨日

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从泸州市气象台获

悉，昨日上午，当地气象台发出高温橙

色预警。当日泸州最高气温出现在了叙

永县城观测点，达38.1℃。泸州市气象台

台长林绍文介绍，13日左右， 泸州部分

地区将迎来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但对缓

解高温天气的效果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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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增强现实（AR）手机应用

“拍拍动”发布，成都商报成为全国第一

张会动的报纸。昨日，拍拍动登上appstore

中国区新品推荐娱乐版第四位，上线后排

名一度达到前三。从8月1日推出截至昨天

下午6点，短短十天时间内，拍拍动在苹果

和安卓应用商店的下载次数已经近万。

“活报纸”

颠覆传统媒体观念

在上下班途中，在排队等候时间，在

忙完一天休息的时候， 吴宏总喜欢进入

手机的苹果商店，刷新各种各样的应用。

昨天， 新品推荐里的一匹黑马吸引了他

的注意。

“增强现实播放器？现实还要怎么增

强？”这款软件的介绍立刻抓住了这个新

新人类的好奇心。按照提示，吴宏很快掌

握了拍拍动的用法， 他对准成都商报上

标注“拍”字的图片，停留在画面上的自

行车立刻跳跃起来， 随着车手做出各种

各样的高难度动作。 而且视频并不是生

硬地粘在报纸图片部分， 而可以随着报

纸角度的变化而变化，与报纸融为一体，

让人惊讶。

“太炫了！”吴宏说，这完全颠覆了他

对平面媒体的观念，简直就是走进了一部

科幻电影。他迫不及待地跟周围朋友分享

起这款新型应用。吴宏说，拍拍动很符合

当下年轻人的口味，既有科技感，又便捷

好用，配上iPhone上的3G网络，缓冲的时

间减少，体验更棒。

用户支招

结合纸媒电视双重优势

从8月1日推出截至昨天下午6点，短

短十天时间内，拍拍动在苹果和安卓应用

商店的下载次数已经近万。

成都商报的读者陈晓说，之前推出码

上控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了，这个

月初看到又推出这款新应用，便立刻进行

了下载。有两个手机的陈晓先是下载了安

卓版，后来又下载了iOS版本，在自己的i-

Pad和iPhone上都在使用。

看了成都商报所有使用“拍拍动”的

图片，陈晓给记者支起了招。他说，现在奥

运正在举行，像他这样的上班族，经常深

夜起来看直播不现实，也不需要全程把比

赛看完，只是需要了解比赛的一些重要信

息。单看文字和图片，大概情况是了解了，

但多少又有些不过瘾。现在拍拍动可以让

图片活了，完全可以把重要的新闻视频装

进图片， 让读者看到精彩瞬间的同时，进

一步观看到最重要的一段比赛，这样就结

合了纸媒和电视的双重优势，还可以反复

观看。

陈晓还为商报的广告出起了主意：汽

车广告，可以呈现从外观到座椅的每个细

节，掌握到汽车的所有参数；房产广告，可

以从小区走进样板间， 在客厅里看电视，

在厨房做饭，在卧室安睡……而满意之后

还可以即时下单。

成都传统媒体

首次闯入苹果商店推荐榜

昨天，拍拍动登上了appstore中国区新

品推荐娱乐版第四位，而排名曾一度达到

前三。

拍拍动受到苹果商店推荐， 这在成

都传统媒体推出的新媒体应用中还是第

一次。成都商报新媒体实验室介绍，要受

到苹果商店推荐有三项指标， 第一是下

载量大，第二是评分好，第三是软件设计

佳、创意新，一个刚上线几天的新应用能

够得到这样的认可， 对他们既是肯定也

是动力。

相关技术人员表示，进入苹果商店推

荐后，“拍拍动” 的品牌曝光率将大大增

加，将被更多人注意到，下载更加容易。为

此，成都商报新媒体实验室将在此基础上

继续完善更新，给用户更好的体验。

作为商家，东风标致相关负责人古先

生对拍拍动很期待。“很新颖的应用，是对

我们平面广告很好的补充。”他认为，不同

于平面纸媒的传统方式， 使用新媒体，读

者的阅读会得到即时而准确的反馈———

读者到底扫描了哪些内容、感兴趣于哪些

广告，都可以记录下来。对传统媒体的读

者行为和阅读习惯展开分析，进行数据挖

掘，这对广告投放商来说很有吸引力。

“拍拍动”下载近万

登苹果新品推荐榜

� 苹果商店推荐三项指标

髶软件设计佳、创意新

髵评分好

髴下载量大

下载方式

官网快速下载：

进入 “拍拍动 ”产品官网 ：

paipaidong.

cdsb.com

（该域名由“拍拍动”拼音以及“成

都商报”拼音首字母组成），在网页左下角

找到下载按钮。苹果手机用户点击“

iPhone

版”、安卓手机用户点击“

android

版”后，手

机会自动进行下载，下载完毕后，可按提

示进行安装。

应用商店下载：

苹果（

iPhone,iPad

）用户：可在苹果商

店搜索“拍拍动

AR

”，在搜索结果中找到

“拍拍动

-

增强显示播放器”， 进入下载页

面，点击“下载”即可。

安 卓 （

Android

）用 户 ：可 在 各 大 安

卓应用商店搜索 “拍拍动 ”，在搜索结

果中找到其下载页面 ， 进入点击 “下

载 ”即可 。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官网连接，进行快

速下载。如果在下载或使用中遇到任何问

题， 欢迎通过新浪微博

@

拍拍动留言，我

们会及时为您解答。

成都商报记者 蓝婧 陈思嘉

什么是AR

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

，简

称

AR

）， 是一种把真实的环境和虚拟

的信息叠加在同一空间中、 进行同时

呈现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人们可以

同时将真实的世界和虚拟的信息尽收

眼底。 虚实结合之间， 体验者将获取

“身临其境”的逼真感受。增强现实也

将真正改变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拍拍动”的操作十分简便。下载安装完成后，点击“拍拍动”图标，打开

软件，将摄像头对准成都商报上带有气泡状“拍”标识的图片，软件就会自

动开始缓冲视频（此时，用户并不需要一直用手机对着图片，视频会自动在

后台缓冲）。待缓冲完毕后，点击屏幕上出现的播放按钮，即可看到纸面上

的图片运动起来。

并不是所有图片通过扫描都能产生相应效果， 图片需要进行预先处理

才能够实时展现虚拟内容。 可以扫描的图片上， 设计人员特别制作了带有

“拍”字的气泡状标签。

使用方法

昨日， 全省依然经受着酷暑的

“烤”验，多个城市的气象部门发布了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来自温江国家基本

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数据为35℃。成都市

区受到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温度只会

更高。预计在未来几日，会在局部穿插

阵性大风和暴雨，但气温下降不明显。

自动监测站测出40.6℃高温

昨日，来自温江国家基本气象站的

最高气温数据为35℃。而分布在市区各

处的自动监测站的数据更夸张，很多都

突破了37℃。截至昨日下午4时，市区最

高 气 温 出 现 在 武 侯 区 政 府 站 ， 为

40.6℃， 其次为高新区种都公司站 ，

38.5℃， 武侯区地税局站以37.9℃位居

第三。

不过，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也强调，自

动监测站测出的温度会受到周围小环境

（

建筑、植被、公路等

）的影响，并不能代

表自然环境下的标准温度。

从昨日上午开始，除省气象台外，

成都、宜宾、南充、乐山、眉山、泸州、

德阳等城市的气象部门， 也相继发布

了高温橙色预警。

暴雨虽来 气温不咋降

据省专业气象台的预报， 今天到明

天白天， 我省大部地方以晴到多云天气

为主。从明晚到13日白天，盆地大部以多

云间晴天气为主，但其中成都、广元、绵

阳、德阳、雅安、乐山、宜宾、泸州、自贡9

地多云间阴有雷阵雨， 雷雨时有短时阵

性大风，局部地方有大雨到暴雨；阿坝、

甘孜、凉山和攀枝花4地多云间阴部分地

方有阵雨或雷雨。

根据预报， 下周我省主要有两次降

水天气过程，第一次出现在13日到15日，

另一次为17日前后。不过，局部出现的降

水，对高温天气的缓解左右有限，预报显

示，下周盆地的周平均气温仍旧偏高。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再烤两天

下周暴雨

日前，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电

力公司获悉，今年以来，四川省用电量

上半年增速为十年来最低， 加上各大

流域来水情况好于往年， 今年四川省

出现电力过剩的情况。

据了解， 上半年四川省全社会用

电量同比增长了4.45%，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速回落8.49%。其中，今年民用电

的增速只达到5%， 而往年这项数据都

在10%以上。 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目

前的电量供应绰绰有余， 全省水电富

余电量约为50亿~80亿千瓦时。

为了消耗剩余电量，四川省电力

公司营销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特别忙，需要到处去卖电。”而

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争取今

年至少外送200亿千瓦时。”

电量富余为啥还限电？

前日， 成都电网负荷创下历史记

录，市电业局、市能源办介绍，部分区

域不排除采取工业避峰的措施。 既然

丰水期电力有余，为何还会限电？市电

力公司调度监控中心副主任段登伟介

绍：虽然电力供应充足，但因为电网建

设滞后，“现在是有电送不到”。

成都商报记者 张佳 张疏桐

41.1℃

全省昨最高温 宜宾筠连县维新镇

成都昨最高温

40.6℃

武侯区政府监测站

游学峨眉

巨惠来袭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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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园的防空洞坐满了前来躲避高温的市民 摄影 实习生 刘海韵

合江亭，一名小朋友在玩喷泉 摄影记者 刘畅

细管理齐参与 共建文明家园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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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菜市场连接着千家万户， 与人们生

活息息相关。 在全市200多个菜市场中，

黄新初随机挑选了光明路菜市场和神仙

树农贸市场作为检查对象。市场内，各种

时令蔬菜摆放整齐、标价清晰，卫生环境

较为整洁，人们正在有序购菜。一些市民

告诉市委书记， 这两个菜市场整体情况

不错， 但水产区污水引流等问题有待改

善。听后，黄新初说，每一个菜市场，都是

文明城市最鲜活的缩影， 也是和大家生

活最密切的民生问题， 属地及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洁力度和市场秩序

规范，营造良好的卖菜、买菜环境，多为

老百姓办实事。 神仙树农贸市场部分商

贩、 购菜市民还表达了尽快建设一座立

体菜市场的愿望，对此，黄新初说，菜市

场建设是一项重要民生工程， 群众有诉

求，我们就要积极回应，相关部门要抓紧

进行可行性研究，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

切实方便片区10多万人的日常生活。

奔走在各个随机考察点位间， 大街

小巷上不时闪过的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

题较为突出， 这引起了市委书记的高度

关注。黄新初指出，非机动车要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停放在画线指定区域内，做到

既方便群众，又不影响城市美观；同时，

群众也要加强自律，切实规范停放，共同

维护好城市公共秩序。

调研中，黄新初指出，城市的现代化

和国际化水平， 归根到底是城市文明程

度的集中体现。 文明城市的建设工作为

成都加快推进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提供

了集中具体的工作抓手。 抓文明城市建

设，实质就是抓发展环境改善，就是抓民

生问题解决，就是抓现代市民培育，就是

抓城市核心竞争力塑造。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黄新初提

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抓好新一轮文

明城市建设工作， 关键是要树立“大城

市、细管理”的理念，调动全民积极参与

建设，坚持群策群力、共建共享，推动城

市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一要抓公共服务

优化，着力增强文明城市的惠民能力，特

别是公交等窗口行业要全力提升服务水

平；二要抓社会秩序管理，着力塑造文明

城市的良好环境， 继续把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引向深入，加大对主干道、背街

小巷、小区院落、集贸市场、餐饮机构等

重点区域的环境保洁力度和风貌整治工

作；三要抓思想道德教育，着力提升文明

城市的市民素质； 四要健全精细化的问

题管理机制， 对干部严格要求、 严格管

理，让大家真用心、真使劲，从小处抓起，

从问题入手，细分责任区域、明确工作主

体、强化问责机制，确保处处有人管、事

事有人抓，日积月累、久久为功，城市文

明程度就一定能有大提升。

市领导包惠、黄建发等参加调研。

今日来听道德讲堂

餐饮行业讲诚信做食品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张舒）

记者

昨日从市文明办获悉， 今日下午2时30

分，“成都市民道德讲堂”将在成都图书

馆举行，本次讲堂将以“成都市餐饮行

业诚信做食品”为主题，四川蜀九香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培训主管都文聪将讲述

“两包废弃油的故事”，表达餐饮企业用

道德良心做放心食品的理念。

同时现场还将由主持人代表成都餐

饮行业宣读 “成都市餐饮行业诚信公

约”，并做出“以道德立身，凭良心经营，

靠诚信兴业”的庄严承诺。

市司法局将为倪家桥社区

提供长期法律咨询服务

成都商报讯（记者 柏阳月）

昨日，

成都市司法局走入倪家桥社区， 开展

“成都市司法局领导挂点干部帮户 ‘双

报到’”活动，市司法局与倪家桥社区党

总支签订了《倪家桥社区公益性岗位认

领协议书》， 将为社区居民提供长期法

律咨询服务。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市司法

局将在倪家桥社区每周派一人进行法律

宣传和法律咨询， 每月组织公证机构到

现场进行法律咨询。同时，还将协助社区

进行社区矫正、社区纠纷调解等。

数千听障患者有望回归有声

成都商报讯（记者 郭锐川）

成都商

报记者昨日获悉，为实现“十二五”期间

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工作目

标，市残联与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中

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展“世界

从此欢声笑语”中国（

成都

）项目，免费

为成都市3000余名听障患者配戴助听

器，6000余台助听器及辅助设备全由美

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捐赠。 这是成都市

获得来自海外最大规模的助听器捐赠。

年底前的哥全部说普通话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素冰）

昨日，蓉

城出租汽车公司首期普通话培训正式开

办， 以后还将逐步对全公司出租汽车驾

驶员进行普通话全员轮训。 至2012年年

底，要求100%的出租汽车驾驶员能用普

通话使用行业五句文明用语；70%的出

租汽车驾驶员能用普通话与乘客进行交

流。同时，蓉城公司还将逐步建立出租汽

车驾驶员持证上岗机制。

中韩建交20周年

成都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启动

成都商报讯 （记者 郑钰飞）

昨日，

“中韩建交20周年成都文化交流系列活

动”在成都启动。整个系列活动将从8月

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2日。活动以“璀

璨中韩、时尚成都”为口号，使世界更加

了解成都，树立起城市的国际化形象。此

次活动还特别设置了韩国国际电影展、

韩国电影街活动， 还将举行阵容强大的

2012中韩群星大型演唱会。据悉，此次活

动由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韩国驻

成都总领事馆主办，成都传媒集团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