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志愿者生活补贴提高

成都商报讯（记者 郑钰飞）

省财政

厅昨日透露，从2012年8月起，我省提高

了西部志愿者生活补贴及保险费标准。

生活补贴由每人每月760元提高到每人

每月1000元，保险费由每人每年200元提

高到每人每年350元。

昨日上午，罗世忠、吴素华、李阳、袁

国虎和张通5位“百姓故事会”选手正在

彩排《曹家巷龙门阵》。这是“美丽追寻·

2012成都百姓故事汇报晚会”的重头戏，

用幽默而温情的风格反映了 “北改”涉

及的环境、住房、交通等相关情况以及市

民们对此的支持。

在该节目中，“百姓故事会” 十强选

手、“金钱板传承人”罗世忠老师饰演的是

曹家巷居民自治委员会成员， 也是一位热

心向居民宣传“北改”而又“耙耳朵”的老

大爷。 百姓故事会三十强选手吴素华本色

出演了一位豪爽的居民大妈。 而百姓故事

会十强、“哈哈曲艺社”成员李阳和袁国虎

以及百姓故事会三十强选手、 武侯区小学

生张通等3位演员则分别扮演了名叫“改

善”、“搬迁”和“通畅”的社区居民。

《曹家巷龙门阵》的剧本执笔者李

阳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 如此起名其实

是运用了相声手法， 名字代表的是演员

扮演角色的定位，由此展开故事。而这3

个名字，分别反映的是“北改”涉及的环

境、住房、交通情况。除此之外，这个故事

还将用温情的方式讲述相关政策。

“到目前为止， 剧本已经改过十遍

了。”李阳告诉记者，在本月11日晚上11

点，他与袁国虎在电话商量后，写好了初

稿。可是，由于是相声演员出身，用他的

初稿表演起来更像群口相声。后来，负责

对剧本总体把关的关大心导演和李伯清

老师对故事情节、人物设置、表情等提出

了建议，让每个角色变得更加活灵活现。

对于故事创作者来说， 这个节目其

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题目。“比如‘优

厚赔付，福利当先’，‘先改受益，红利递

减’，不能在节目里干巴巴地念。”李阳

说，经过导演的指导以及演员们的磨合，

这些政策表现得更加通俗和生活化了。

自本月14号动员大会结束后，《曹家

巷龙门阵》的5位演员就开始每天不间断

地紧张排练。白天排练、晚上还要讨论剧

本，有时在凌晨一两点，演员们还在电话

里讨论着剧本怎么修改。 但是这个男女

老少的组合，没有一个人喊过累。

虽然排练紧张， 但他们也会趁着彩

排的空隙互相开玩笑。昨日，李阳和吴素

华稳坐台上， 用四川话播报起《天气预

报》，把其他几位演员和工作人员逗得咯

咯笑。 经过连日的彩排，5位演员渐渐培

养出了感情，就像真的街坊邻里一样。

成都商报记者 赵一丹 导演组供图

摆起“曹家巷龙门阵”

选手们就像真邻里

成都两所小学学生

闯入全球创新思维大赛决赛

成都商报讯（记者 郑钰飞）

你能用

125美元的成本， 组织7名伙伴采购各种

道具，原创一段8分钟的情景剧吗？成都

两所小学的学生做到了， 而且他们的创

意脱颖而出。记者昨日获悉，成都实验小

学战旗分校和成都铁二院小学的3支学

生团队，在12月7日结束的2012～2013年

度 “DI头脑创新思维大赛中国区总决

赛”中表现优异，将代表中国参加明年5

月在美国田纳西州举行的全球总决赛。

据介绍，DI头脑创新思维大赛，是以

培养青少年创新思维能力、 解决问题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为宗旨的国际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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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捂盘惜售、 房屋有隐患却故

意不告知?这些烦心事，今后可以根据选

择售楼部的星级来尽量避免了。 昨日记

者从市房管局获悉， 全市的商品房销售

现场将进行分值化管理， 并据此由市房

协负责给销售现场予以星级评定。 商品

房销售现场管理未达标， 最严重的将面

临被暂时关闭网上签约系统等处罚。

据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商

品房销售现场进行规范管理的总分值为

100分， 凡是售楼部符合达标要求的，可

据分值高低申请授予相应的星级称号

（五星最高）

。下一步，全市将展开对在售

楼盘售楼部的全面督查， 在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取得之日起30日后， 对销售现场

管理进行达标检查， 并在检查结束之日

起30日内公布检查结果； 达到相应星级

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向成都住宅与房

地产业协会申请免费授予星级称号。

据悉， 对售楼部的检查及其相应星

级的评定结果，将在成都市、相关区

（市）

县房产管理局公众信息网、 成都透明房

产网、 成都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网站上

予以公布。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占用人行道13年

酒店违建楼梯昨被拆

二环路西一段，一个巨大的双面楼梯

占据了人行道， 成为3楼一家酒店的出入

口。这处存在13年之久、大家已经习以为

常的楼梯却是违建。昨日，市规划局与武

侯区相关部门一道，动用大型破碎机和上

百名工人对该违建实施拆除。

今年我市对二环路周边违法建设进

行了梳理并下发限拆通知， 从4月开始，

市规划局就向酒店方发出了《建设项目

执法调查通知书》， 要求其接受调查处

理。随后又下发了相关法律文书，要求自

拆，但对方都没有行动。“这处违法建设

是1999年修建的，未经规划许可，占用公

共空间，通过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对该违

建进行了拆除。” 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说，昨日上午9时50分许，一台大型破碎

机启动，最终把楼梯主体拆除。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首个公建民营养老院

双流开工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董馨 ）

昨日，双

流县公建民营养老机构项目开工仪式

举行，随着双流的率先开工，下一步位

于我市二圈层的龙泉驿区、 青白江区、

新都区、温江区、郫县作为试点地也将

各规划建设一个标准化经济型公建民

营养老机构。

该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位于东升街道

新城区，实行的是建办分离，由政府出资

建好后， 交由社会组织或服务团体经营

管理。预计2014年6月30日前全面完成并

投入运营，届时将拥有500张以上床位。

政府在项目环评中的环保承诺有没

有兑现，今后将可能全“晒”在公众面前

了。12月18日，四川省环保厅副厅长于会

文在 “四川省环境影响评价助力 ‘两

化’专题培训班”上表示，四川今后将加

大环评公开力度， 凡是地方政府承诺的

事项，都一律向公众公开，让人民群众来

监督政府。

本次培训班的听课对象主要是全省

21个市州和59个扩权试点县

（市）

政府分

管经济和工业的官员。

于会文介绍，今年1～11月，省环保

厅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733

个，暂缓审批18个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

合环保要求、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低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涉及总投资

27.04亿元。

于会文介绍，“今后，我们将严格按

照环境保护部的规定，凡是地方政府承诺

的事项，都一律向公众公开，让人民群众

来监督我们的政府。”他认为，环评审批

的各个环节都已经完全曝露在公众的视

野，接受社会公众全方位的监督。

同时， 公众参与也被作为环评的要

求。于会文表示，环境影响评价引入公众

参与，意味着群众有权知道、了解、监督关

系自身环境的公共决策。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岁末享礼 红包送不停

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岁末享

礼活动的精彩内容吧—————活动期间，

移动用户定制或使用指定手机上网、手

机报、短信、无线音乐、来电提醒、手机

游戏、 手机阅读、12580、139邮箱、MM、

飞信、短信签名、手机动漫等业务，即可

获赠话费和不同等级的惠享值，手机或

电脑登录“礼惠全川”活动专区，消耗

惠享值即可参与幸运转盘抽奖，有机会

赢取10元至1000元各档超值红包， 还有

上网本等大奖等着你。

■精彩业务推荐—————

12580

：订大餐、订电影票、机票酒

店 轻松搞定

圣诞快来了，都市里的宅男宅女们

都想舒展身心，外出透透气。但是旅游

旺季，到景区订酒店、机票是否方便？旅

游目的地的天气变化莫测，出行前能不

能掌握目的地的最新天气变化？即便不

出行也会让你的心情大靓，兴致勃勃邀

朋友们外出品美食，但是到热门餐厅订

座难，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些烦恼呢？其

实只要拨打12580， 就可轻松订餐位，不

用排队，还有优惠券下载，让你拥有进

餐好心情。

12580

订电影票 提前订座， 票价

优惠

临近圣诞， 各种大片相继登场。可

是周末上电影院， 售票窗口排起的人

龙，让人望而止步。而且电影票费用也

居高不下，让工薪族难以接受。小丽近

日拨打12580惊喜地获悉， 现在起12580

已针对万达院线推出电话订票业务。只

要用你的手机拨打12580，就能订购万达

院线下属各电影院的电影票，提前选座

位，价格也有优惠。想过一个不平凡的

圣诞吗？找12580吧。

不仅如此， 小丽从客服人员处获

悉 ， 现在拨打 12580或发短信M到

10658181下载生活查询客户端或通过手

机 上 网 登 陆 12580wap.10086.cn 进 入

12580生活查询首页，就能详细查询国内

各大城市的天气、航班、酒店、列车等与

出行息息相关的生活资讯。

手机阅读 精彩图书首发

如今，通过电脑或手机看书充电早

已成为了上班族的潮流，尤其是手机读

书能够随时随地不受条件限制，一机在

手就能博览群书，更是倍受追捧。但是，

上哪去下载海量正版的图书呢？ 眼下，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就成为了很多人的

选择。移动手机阅读提供30余万册正版

图书、杂志、漫画等下载。而且具有更新章

节的短信提醒、客户端阅读漫画、杂志以及

听小说等独特功能。在读书充电的同时，使

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还可以和书友进行评

论、赠书、共享等互动。当然，要享受这些服

务， 前提当然是要订制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业务了。发送“8080”到10086，获取下发的

登录连接wap.cmread.com登录手机阅读门

户， 就可以下载各种各样的书籍。 而发送

“8082”或“手机阅读客户端”到10086，就

能获得客户端免流量下载地址，相当方便。

现在登录手机阅读客户端， 用户们立

刻就会被丰富多彩的内容吸引住。 无论是

励志传奇还是都市言情， 无论是玄幻仙侠

还是历史军事。在手机阅读的世界里，有太

多太多你想不到的精彩书籍。 比如天蚕土

豆的最新玄幻小说《武动乾坤》，就讲述的

是一块神秘玉石，一口沸血的泉水，一个落

魄氏族的少年， 目前此书正位居玄幻榜首

…不容错过。

当然使用手机阅读乐趣无穷，实惠也

多多。现在发送1111到10086，订购神州行

阅读优惠包、 全球通阅读优惠包且不退

订，首月及次月均返还等额

（

5

元）

话费。另

外，阅读包内包月每月均可免费看50本精

彩小说，包括悬疑、穿越、武侠、玄幻、都

市、经管、商战等丰富内容，还等什么，赶

快订购吧。

（庞健）

玩转移动新业务 红包送不停

一年一度的浪漫圣诞即将来临，上哪里订圣诞大餐？圣诞出行的航班、酒店是否已经落实？看圣诞大

片能不能免除排队拥堵的苦恼？ 现在借助中国移动提供的

12580

业务， 上述烦恼将一扫而光。 如今，

12580

、手机上网、手机报、无线音乐、手机游戏、手机阅读……早已成为广大中国移动用户生活中缺一不

可的精彩手机业务，它们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众多乐趣和便利。临近岁末，各种各样惊喜的回馈接踵

而来。即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四川移动推出岁末享礼活动，玩转精彩业务惠享值，话费、手机支付红

包、上网本等你拿回家。

成都商报讯 （记者 雷浩然 摄影报

道）

昨天，16辆电动保洁车在高新区上

路，负责清扫天府大道。环卫工沿街遇到

果皮纸屑， 只需停车将垃圾夹入车后斗

的小型垃圾箱内即可。 这批电动车使用

专用蓄电池、无污染、低噪音，可以实现

时速20公里内的无级变速， 一次性充电

后可持续行驶30～45公里。据介绍，这次

首批启用后， 这种电动车将在两年内覆

盖整个高新

（南、西）

区。

天府新区启用保洁电动车

“成都第一契”什么时候开出的？它

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样子？如

果你对成都的房屋产权发展史感兴趣，那

么近百张难得一见的成都老房契定将让

你大饱眼福。“成都房产契证陈列馆”昨

日在成都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房产分中

心正式开馆，四大单元共展出了93张极具

代表性的房产契证。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陈列馆最大的

“明星”无疑是目前馆藏的成都最早房地

契，被称为“成都第一契”。据了解，这张

地契诞生于康熙三十年

（

1691

年）

，地契上

有买卖双方的姓名，房屋所在的区域为东

御街中段的一块空地，房产的交易金额为

白银50两。

同时地契上还记录了交易时间、房产

交易的见证人等信息，反映了当时民间房

地产买卖自立契约，中间人作保，官府收

契税银并监理存档的习俗，生动反映了清

代前期房产交易的特点。

“像这类颇具历史价值的房契还有很

多。”成都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

展出的房契，都是从市房管局房产信息档

案馆40余万张历史房地契中精心挑选出

来的，“欢迎市民到现场来大开眼界。”

记者了解到，“成都房产契证陈列

馆” 规划了四大主题板块，“田园城市悠

闲民居”板块主要讲述城市房屋结构形态

的演变；“锦城昔影 诗情画意” 板块，则

重点展示刘氏公馆、宽窄巷子等具有成都

特点的历史建筑的相关契证；“城市变迁

契证长廊”板块，重点展示了成都最具有

特色的九种不同的契证形态；最后“房产

新貌 管理新篇”板块则展示了新中国成

立后成都产权证样式演变的全过程。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300多年前

东御街一块地50两白银

“成都房产契证陈列馆”开馆，93张老房契让人大开眼界

政府的环保承诺 将在环评中公开

省环保厅官员透露，省环保厅今年已暂缓审批18个不合格项目，涉及总投资27.04亿元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四川

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18日透露，2012

上半年全省24个省控城市的环境空

气质量总体良好并保持稳定，全省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6.0%， 比上年同

期下降0.9%。从污染物上看，二氧化

硫平均浓度同比略有降低，二氧化氮

同比持平，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同

比略有增加。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彭山县获悉，

该县将于明日举行工业大道、 滨江大道、

岷东大道集中开工仪式，这三条道路总里

程110公里， 总投资114亿元，2016年前竣

工投入使用。

这三条道路， 与12月7日开工的天府

仁寿大道构成眉山“四箭齐发”，全部直

接对接天府新区核心区、 直通成都主城

区，且全部免费行驶，让眉山“融入成都、

同城发展”进程的路更宽，步伐更快。

四箭齐发 成眉无缝对接

“四箭齐发”是指眉山对接成都的4

条大道，除了天府仁寿大道，其余三条分

别是工业大道，起于省道106线高河坎，经

过眉山经开区新区、止于成

（都）

新

（津）

蒲

（江）

快速通道，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

向六车道，全长32.6公里，投资26.8亿元。

滨江大道，起于眉山岷江二桥，沿岷江

西岸经太和、镇江、彭山县城、青龙，止于新

津县省道103线， 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

向八车道，全长34.4公里，投资48.3亿元。

岷东大道，起于遂资眉高速公路永寿

出口连接线，经仙女湖、江口、牧马，止于

双流县黄龙溪， 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

向六车道，全长43.1公里，投资39.5亿元。

“这三条道路总里程110公里，总投

资114亿元。其中，在彭山的总里程就达近

80公里，占‘四箭齐发’总里程的二分之

一，其中桥梁36座，隧道3座，涵洞178道，

总投资约55亿元，2016年前竣工投入使

用。”彭山县交通局局长张富洪称，建成

后，将与成都境内道路实现无缝对接。

70公里 景区成串一路畅耍

根据资料显示， 总长约为70公里的

岷东大道和岷东大道南延段将串起黄龙

溪、彭祖山、江口古镇、青神中岩寺等多

个景点，行驶其中，如同在风景如画的各

景点之间穿行，处处鸟语花香，但风景又

各不相同。

从双流而出上岷东大道，将率先驶上成

彭(

山

)大道

（系岷东大道一段）

，这也是彭山

县委书记蔡刚最为看重的一条道路。

据介绍， 成彭大道起于双流县双华

路，经吉安页岩砖厂、南方家私基地，接彭

山县东干线、南河大桥、观音镇、彭溪镇，

终点为省道103线。全路段为一级公路、双

向六车道，路线全长20公里，投资15亿元。

明日集中开工的三条大道， 根据规

划，除设置中央绿化带，道路两侧都将建

设50米宽的绿化带。

此外， 还有3条轻轨将直接与成都天

府新区衔接。包括：交通轨道K2线延伸至

眉山城区，K3线延伸至仁寿县城，天府新

区TF5线延伸至岷东新区， 天府新区TF6

线向南连接彭山县城、 眉山中心城区等。

成绵乐轻轨也将在明年开通并投入运行，

眉山到成都的时间将缩短为18分钟。

梁卫东 徐军 徐莉莉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眉山新闻热线：

13679656000

成都直通眉山

三条大道明天开建

继天府仁寿大道之后，工业大道、滨江大道、岷东大道集中开工，均可直通成都主城区

全免费

工业大道、滨江大道、

岷东大道2016年前竣工，

加上此前开工的天府仁寿

大道， 全部直通成都主城

区，且全部免费行驶

有特色

总长约为70公里的

岷东大道及其南延段将

串起黄龙溪、 彭祖山、江

口古镇等多个景点，行驶

其中，如同在风景如画中

穿行。

今后买房 先看售楼部几星级

全省平均优良天数比

上半年同比下降0.9%

同步播报

同步播报

陈列馆内的老房契是从

40

余万张历史房地契中精心挑选而出的 （陈龙供图）

《曹家巷龙门阵》排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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