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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活动

成都商报讯 （记者 严薇）

即日起至6月

底，成都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危险化学品

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成都商报记者从

全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

上获悉，为着力解决当前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我市还将在两年内逐步

取消个体经营者液化石油气经营网点。

市安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涉及“两

重点一重大”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和省安

全生产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企业为重点，

重点治理动火作业、焊接作业、受限空间作业

等危险作业和隐蔽工程环节，开、停车环节，

建设项目试生产环节，危险化学品装卸、运输

等环节“三违”行为（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

违反劳动纪律）。此外，还将加强液化石油气

充装、经营和运输环节的安全监管，严厉打击

液化石油气非法从业行为。

记者了解到，在集中整治阶段，对于发现

的违法违规行为， 相关部门将依法下达执法

文书并采取整治措施。 对非法生产企业将报

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依法关闭和取缔。 对于

证照不全、 证照过期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继

续生产经营的企业， 将责令其停产停业整顿

并依法予以处罚；对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将依

法责令停止建设并予以处罚。

2013年3月1日上午，锦江区成龙路街办

皇经社区金晖加油站在停业进行二次油气

回收系统改造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人员违

规操作发生闪爆事故，致1人死亡，2人受伤。

昨日会议通报了事故原因， 据事故分析，施

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 擅自在现场违章用

火，导致油罐内汽油蒸汽与空气混合物发生

闪爆事故。

在液化石油气经营方面，市经信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依据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审批标

准，严格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规

范要求的企业、站（点）一律不予换证；严格控

制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规模和数量，2015年

前，不再审批新建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此外，我市将严格执行配送制，两年内逐

步取消个体经营者液化石油气经营网点；严

格执行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 对发生过重大

安全事故或一年内发生过3次及以上安全事

故的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 以及一年内受到

过公安消防、工商、质监、安全监管等部门3次

及以上依法查处的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一

律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

截至去年年底， 全市共有液化气储配站

25座、储备库1座，储存能力达到7500吨，供应

能力达到40万吨/年；全市共有液化石油气配

送点500余个（

其中：中心城区

56

个

），液化石

油气居民用户达到30万户。

3月21日，2013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

游节分会场暨成都（青白江）第四届樱花旅

游文化节将盛大开幕。目前，组委会各项准备

活动进入了倒计时。相比以往三届樱花节，本

届樱花节规模更大、樱花品种更多。为了给游

客们一个最浪漫的樱花节，今日起，凤凰湖景

区闭园筹备， 开幕式当天将会以全新的面貌

迎客。同时，本届樱花节“樱花仙子”的选拔

也于今日启动， 冠军获得者除了成为青白江

区形象大使外， 还可代表青白江直接进入我

省首届花卉生态旅游节形象大使决赛， 更有

机会参与世界旅游小姐大赛。

闭园筹备

3月21日盛装迎客

今日起， 本届樱花节举办地青白江凤凰

湖景区将闭园筹备，3月21日樱花节开幕当天

重新开园，装扮一新迎接游客。据介绍，闭园期

间，将进行设备设施的维护，新入园的活动配

套设备的安装调试，并对花木、草坪进行修缮。

本届樱花节的主要景点包括：樱花山、高

山流水、森林雾峡、樱花大道、赏樱阁、樱花广

场、哥特广场、丝柏堡、银滩飞瀑、岩石花卉

园、见山湖、翠竹溪、观鸟屋、芦苇荡等湿地景

观。据悉，赏樱的“好戏”还在后头，若天气持

续回暖，本月底至4月上旬，凤凰湖景区的樱

花将迎来最壮观的盛花期。

“生命、幸福一生一世永不放弃”是樱花

的花语，它象征着希望与爱情。在凤凰湖景区

的赏樱阁，组委会专门设置了一块三生“樱”

缘祈愿圣地，在樱花围绕的绿道两旁，在栏杆

上悬挂写有双方名字的照片， 开展为爱情祈

愿活动。从绿道可以一直延续到赏樱阁上，许

下一生一世的誓言。

活泼、严肃

相亲派对严格把关

“现在好多相亲派对都很‘水’，很多参

加的人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 樱花节的相亲

派对是怎么把关的呢？”昨日，市民吴小姐打

入报名热线咨询。她说，自己参加过不少各种

机构、婚恋交友网站组织的相亲派对，想认真

地谈次恋爱。

对此，活动组委会表示，此次万人相亲派

对的举办，在前期报名时就会进行把关筛选。

“我们的目的就是‘活泼交友，严肃相亲’。”

报名处的工作人员介绍， 组委会制订了严格

的报名要求———提供身份证复印件1份，报名

时向组委会提供个人真实资料，包括姓名、联

系方式、学历、住房情况等。3月30日活动当天

签到时，报名者还需提供自备寸照1张，并在

爱情卡上填写征婚要求及真实的部分个人信

息。活动现场，将专门配备两名签到人员对报

名者进行身份核实和爱情卡发放， 还另有两

名“红娘”专门查找报名者资料、为其中合乎

条件的异性创造交流机会等。

昨日，已有上百对准新人拨打热线报名，

想要取得在樱花树下免费拍摄婚纱照的机

会。 第一个报名的市民汪小姐说， 一看到报

道，还没来得及和“另一半”商量，就果断打

电话来抢名额了。

万人相亲派对、999对情侣及10对金婚伴

侣在樱花树下拍摄婚纱照、22对新人浪漫湖

畔集体婚礼……报名热线18080198085，欢迎

您的参与。请注意，万人相亲派对要求单身，

22～36周岁，报名热线开通至3月28日，湖畔

集体婚礼的报名3月31日截止。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严肃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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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路光荣西路危旧房改造今年促开工

金牛区2013年北改项目明确，67个项目合计投资超过1000亿元

核心

提示

成 都 商 报 讯 （记 者 刘 友 莉 ）

成都商

报记者昨日从金牛区获悉， 金牛区2013

年北改项目已明确， 计划今年推进67个

旧城改造类及产业类项目， 合计投资超

过1000亿元。

35个旧城改造项目

总投资457亿元

在旧城改造方面，金牛区计划在今年推

进35个项目，总投资457.4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90亿元。其中，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自

治改造项目，为民路、光荣西路危旧房改造

项目，九天羽毛球馆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等促

进开工类项目9个，总投资172.1亿元；解放

路二段棚户区改造项目、一品天下健康巷旧

城改造项目、花牌坊新16号危旧房改造项目

等加快建设类项目10个，总投资104.4亿元；

邮区中心局危旧房改造项目、市委党校片区

地块旧城改造项目、工业学校片区旧城改造

项目等前期储备类项目16个。

据了解，目前，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

自治改造项目正在进行签约， 签约期为100

天；为民路、光荣西路危旧房改造项目已经完

成了签约。

32个产业项目

总投资580亿元

在产业转型方面， 金牛区意在加快推

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2013年，金牛区拟推

产业类项目共 32个， 总投资 580.2亿元 ，

2013年计划投资79.8亿元。其中，区属荷花

池市场、现代钢铁城、国际软装家居博览中

心、 大西南建材城等促进开工类项目5个，

总投资134.1亿元；金牛天府华侨城主体旅

游区、天乐集团城北综合体、法国欧洲风情

家居长廊、 龙湖北城天街等加快建设类项

目13个，总投资308.9亿元；金府财富中心、

绿地世纪城商业部分、 凯德广场金牛二期

等投产达产类项目3个， 总投资63.4亿元；

万贯五金机电城、数码港五金机电城、五块

石电子电器市场等前期储备类项目11个，

总投资73.8亿元。

金牛区属荷花池目前已经关闭， 正在进

行拆除招标等相关工作。

劳动争议案

占了民事案件一半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全市法院工作

会议上获悉， 成都中院近期对传统民事案

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析，发现劳动争议、

交通事故两类案件增长快、比重大，分别占

受案数的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记者从全市法院工作会上了解到，去

年全市法院受案数超过15万件， 比2008年

增长了近60% 。近期，成都中院对传统民事

案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析， 发现劳动争

议、交通事故两类案件增长快，比重大，分

别占受案数的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深究

原因， 主要是相关部门前端化解的作用不

突出，导致大量案件进入法院。成都中院已

经加强与交管、劳动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着手启动构建道路交通事故联动化解机制

和劳动争议案件诉调对接机制， 力争两类

案件大量化解在诉前。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因新民事诉讼法

增加了公众可以查阅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

性规定， 成都法院将加大对裁判文书、视

频、执行、鉴定评估等信息公开力度，进一

步提高公开信息的数量。同时，成都中院加

大了执行工作力度， 健全完善执行联动机

制，通过持续的内强管理、外抓联动，“人

难找”“财难查” 等困扰多年的执行难题

得到有效缓解。

据悉， 今年将实现成都各法院内部诉

讼服务中心和诉讼服务点统一联网， 日后

并逐步实现全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和诉讼

服务点统一联网，更好地就近服务群众。

夏旭东 成都商报记者 李海夫

成都两年内逐步取消

个体经营者液化石油气经营网点

特立独行的女孩 来选樱花仙子吧

成都（青白江）第四届樱花旅游文化节，万人相亲派对报名火爆，樱花仙子开始征集

今日起，组委会还启动“樱花仙子”的征

集报名，为本届樱花节选拔“代言人”。以“我

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为主题，摒弃

传统的选美模式， 面向成都地区选拔特立独

行的女孩。“我们不要木讷的‘花瓶’，我们要

评选出最喜感的、最性感的、最文艺的、最潮

的、最萌的、最酷的樱花仙子。”组委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报名热线

15198005070

，要求

18～26

岁，身高

165cm

以上 ，品貌端正的女性 ，

报名截止日期为

3

月

20

日 。 选手需上传

本人简历以及近期生活照

3

照 。 樱花节

期间分别进行初赛和复赛 ，

4

月

15

日樱

花节闭幕当天，水幕舞台上将上演 “樱花

仙子”的决赛。

本次大赛将选出冠亚季军三名 “樱花仙

子”，作为青白江樱花节赞助商形象大使。冠军

除了成为青白江区形象大使外，还可代表青白

江直接进入我省首届花卉生态旅游节形象大

使决赛，更有机会参与世界旅游小姐大赛。

四川高校

7人入选“长江学者”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江浪莎）

经过一段

时间的等待，教育部日前公布，全国高校共

有241名学者入选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和讲座教授。其中，四川高校共7人入

选，且首次有省属高校教师入选。

四川入选的7名教授分别是：四川大学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教授霍巍、 电子科技大

学物理电子学教授宫玉彬、 成都理工大学

地质工程教授许强、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田

开发工程教授张烈辉，以上4人为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另外，西南交通大学也新增3名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

新中、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欧阳华江、经济管

理学院教授杨沙。

今年9月， 成都直飞英国伦敦的航班将开

通。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英国旅游局获悉，当

前成都市民可申请赴英自由行， 且从今年开

始，成都市民可付费办理签证加急服务，最快

可在5个工作日内办好赴英签证。

家门口办签证 加急可缩短10天

英国旅游局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媒体

及公关专员刘惠心介绍， 英国在成都设有

签证中心，当下成都市民，可以通过商务签

证、 团队签证以及普通访问签证等方式到

英国旅游。“虽然目前没有专门的个人游签

证， 但实际上普通访问签证就是针对个人

游游客。”

“从今年开始成都居民可享受签证加急

服务，最短可在5个工作日内办完。”刘惠心

告诉记者，以前成都居民办理普通访问签证，

最长需要花费15个工作日， 但现在办理加急

服务，“只需要5个工作日。”不过成都居民个

人申请办理加急服务，需要曾经去过英国、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申根国家

中的任何一个。

如果没有去过上述国家， 仍想办理加急

怎么办？刘惠心补充道，成都居民还可以通过

旅游团的形式办理团体申请。

申请赴英 需要提供财力证明

根据最新赴英签证办理流程， 居民以散

客的形式赴英，需要先在网上填写申请表，并预

约到访签证申请中心。前往签证申请中心时，申

请人需要携带准备签证所需支持材料，如：一份

行程单，列出旅行期间下榻的酒店，户口本及其

翻译件，工作情况证明，财力证明等材料。”

虽然需要提供财力证明，但并没有硬性

的财产门槛。“无论团队游还是个人游、商务

游，对游客的财政状况没有硬性门槛。”刘惠

心介绍，英国在签证方面没有明确的存款数

额要求，或者收入要求，但是签证中心会根

据游客的旅行计划以及其提供的经济材料

说明，进行综合评估，以判断其是否能够支

付旅行费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樱花仙子评选

拒绝木讷“花瓶”

成都社保卡

有望更“智慧”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手机订票、

手机付费、社保卡有望越来越“智慧”……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科技（知识产

权）工作座谈会上获悉，成都今年将启动实

施智慧城市等科技应用示范工程，推广应用

本地自主创新的新技术新产品30个以上。市

科技局将大力促进移动支付等领域的技术

创新和应用示范，还要逐步用技术应用支撑

发展“智慧社保”“智慧交通”等。

成都拟推广

养老机构责任保险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杜玉飞）

每年投保

200元，老人遭遇意外残疾的，最高可获赔10

万元，遭遇意外住院的，可获得限额1万元的

医疗费用……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由

于养老机构意外风险伤害事故频发，导致养

老机构与老人家属纠纷不断。我市拟推广养

老服务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提高养老服务机

构发生意外责任风险时的善后处置能力。

成都商报记者从昨日召开的老龄事业

发展论坛获悉，目前，我市60岁以上的老人

有214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8% ，养老服务

机构218家，床位约4万张。调查显示，入住

养老机构的老人平均年龄多在75岁以上。

增龄衰老，使老人成为意外事件、伤害、疾

病突发死亡的高危人群。 成都市老龄办相

关人士表示， 通过保险机构的参与来转移

风险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成都市老龄事

业发展基金会将捐赠10万元， 每份保险补

贴50元， 为2000份养老机构责任保险补贴

保费。据了解，一保险公司对此已推出相应

的“养老服务机构保险”，每年投保200元，

就能在老人受到意外伤害时， 获得最高10

万元的赔付，遭遇意外住院的，可获得限额

1万元的医疗费用。

据新华社电

四川省日前公布了新修订

的《四川省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评估指标》，对

地方政府严格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做出具体规

定，并规定“涉及公众利益或社会公共事务

的内容在决策后24小时内公布”。

记者14日从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制办获

悉，这份新规对该省市县政府强调“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整处理政府与市

场、企业、社会的关系，保证各种所有制经

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

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新规还要求市

县级政府做到行政决策权限、范围、规则明

晰。立项论证、风险评估、成本效益分析、执

行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健全。

“凡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重大公

共利益的决策公开征求意见，结果向社会

公布” 是这项新规对于行政决策行为规

范的评估标准。同时，在政府信息依法公

开方面，要求“涉及公众利益或社会公共

事务的内容在决策后24小时内公布，政府

文件在印发后3个工作日内公布。 办理申

请公开事项在法定期限内完成。政府与公

众交流互动平台有效运行。”

同时， 这份新规还对行政执法行为

规范做出了具体要求，规定“行政执法公

开、亮证、告知、听证、说明理由、回避等

程序规定全面落实”、“处理违法行为的

手段和措施适当、适度。严格执行行政自

由裁量标准和规范”。

涉及公众利益决策

24小时内公布

办赴英签证可加急 5个工作日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