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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直升机看樱花 直面浩瀚花海

青白江第四届樱花节昨日开幕，全国首创的坐小火车和直升机赏花别样浪漫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雷浩然

摄影记者 何彬 郭广宇

本次樱花节门票惠民价

30

元

/

张 。

1.3m

以下儿童可免票入园 ，

1.3m-1.5m

儿童半价

15

元。

樱花节从昨日开幕， 至

4

月

15

日，游

客每日入园时间为

9:00-17:00

。

本次樱花节有两个园区， 一票游两

园，请按副券游览对应园区，两张副券撕

下后本票无效。每张门票仅限入园一次，

游客出园后，若再次入园需重新购票。

团体票开始预售 票务咨询热线 ：

13880448220

，购买点：青白江凤凰湖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

。

成都商报讯（记者 柏阳月）

近日，四川省

劳动教养管理局在全省强制隔离戒毒所开设

“家长学校”， 请来戒毒矫治方面的专家为戒

毒学员的家长讲课，以更好地避免强制戒毒学

员出所后复吸。

四川省劳动教养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戒毒学员出所后的复吸率较高，家长们对

此也很头疼，这不仅是学员们的问题，也是家

长的问题。此次开设“家长学校”也是为了增

强家长们的意识，改变教育方式，每一季都将

学习一次。据了解，从3月17日第一期家长学校

举办以来，已有200多名家长参加了培训，有4

个强制隔离戒毒所开设了“家长学校”的相关

培训。

清明期间开通扫墓公交专线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素冰）

开行扫

墓公交专线，运力增加1～3倍。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从公交集团获悉， 清明节将

至，扫墓、春游客流将集中增长，不仅将

开行扫墓专线还将专线运力投放增加

1～3倍，方便市民出行。

根据往年客流变化情况， 预计今年

清明期间客流将较去年同期增长8% 左

右，节日期间，公交集团常规公交运力投

放增加15%～20% ， 特别是与金沙陵园、

石岭公墓站、院山公墓衔接的172、193和

204三条公交线路都将相应增加100% ～

300% 的运力投放。据了解，为了方便前

往金沙陵园扫墓的市民出行， 成都公交

集团东星公司对从成仁路到金沙陵园的

172路进行了调整，并在原有正班车的基

础上开行从成仁公交站到金沙陵园的直

达扫墓专线车。 东星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专线车采用12米大公交车， 票价和

172路正班车一样，刷卡投币均可。专线

车将持续营运至清明节结束。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据四川省政

府网站昨日消息，省政府20日印发的《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

意见》提出，到2015年底，煤矿企业生产规模

（可有多个煤矿）不低于30万吨/年，矿井数

量减少到1000个以内， 煤矿企业数量减少到

300个以内。《意见》 还提出了清理整顿小煤

矿的明确时间表，生产规模低于30万吨/年的

煤矿企业将最迟于2015年6月全部重组或淘

汰关停。

全省小煤矿清理整顿时间表确定

根据《意见》，四川将通过煤矿清理整顿

和兼并重组，实现煤矿数量明显减少、企业规

模明显扩大、整体水平明显提升、矿区面貌明

显改善、煤炭开发秩序进一步规范的目标。所

有煤矿单井（

独立生产系统

）生产能力符合

煤炭产业政策规定要求；到2015年底，煤矿企

业生产规模（

可有多个煤矿

）不低于30万吨/

年,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个以内，煤矿企业数

量减少到300个以内。

《意见》提出，根据国家有关要求，满足

“3个月内2次或者2次以上发现有重大安全生

产隐患，仍然组织生产的”等17个条件之一的

小煤矿，要予以关闭。对灾害严重、安全基础

差、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合法小煤矿，积极引导

小煤矿退出煤炭生产领域，实施淘汰关闭；对

有资源和改造条件但无灾害防治能力的合法

小煤矿，协调督促其参与兼并重组，实施改造

升级； 对按规定评估不具备瓦斯防治能力的

企业所属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煤矿未被兼

并重组的，以及发生一次死亡3人及以上事故

或一年内发生3次死亡事故的9万吨/年及以

下煤矿，要依法予以关闭。

《意见》还提出了小煤矿分期分批实施

关闭的时间表：2013年6月底以前， 要认真清

理各类非法违规小煤矿和不符合条件的资源

整合技改项目， 由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2013年6月底以前，30万吨/年以下规模的企业

所属小煤矿仍未参与兼并重组或未签订兼并

重组初步协议的，暂停生产或建设，所有停产

停建煤矿的证照一律暂扣；对未达到30万吨/

年企业规模且未参与兼并重组的煤矿限期淘

汰关闭， 其中煤与瓦斯突出煤矿于2013年底

前淘汰关闭，其余煤矿于2015年6月底前淘汰

关闭。

兼并者为被兼并者安全生产担责

根据 《意见》， 全省所有合法煤矿企业

（包括其生产、在建矿井）均纳入兼并重组范

围。重点推进规模低于30万吨/年的煤矿企业

兼并重组，鼓励30万吨/年及以上规模的煤矿

企业参与兼并重组。其中，地方政府已确定关

闭的煤矿不参与兼并重组。 鼓励各种所有制

煤矿企业及电力、冶金、化工等行业企业，通

过企业并购、协议转让、联合重组、控股参股

等多种方式进行兼并重组。 全省煤矿企业兼

并重组工作于2015年底前完成。

《意见》提出，合理选择兼并重组主体，

支持具有经济、 技术和管理等优势的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落后企业， 也可结合实际采取小

煤矿企业之间联合重组。一个矿区（

井田

）原

则上由一个主体企业生产开发，筠连、古叙、

宝鼎、 红坭等大型煤炭矿区范围内的小煤矿

优先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 鼓励优势企

业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实现优势企业强强联合和规模化、 集约化发

展。 兼并含有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煤矿的

企业，应通过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兼并重组的

标准为： 兼并重组后的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

30万吨/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法人治理

结构，实现资源、资本、生产、技术、安全、经

营、组织以及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方面的同

一责任主体。

成都市民翘首企盼的城市浪漫盛宴来了。由省林业厅、省旅游局、市政府共同主办，

青白江区委、青白江区政府承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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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昨日浪漫启幕。在以“春醉青白江、樱漫凤凰湖”为主题的本届樱

花节上，数万株的樱花树迎风绽放。和往届相比，本届樱花节不仅有国内首秀的火车越景

区、空中赏樱，还有真人泰迪熊卖萌……开幕首日，大批游客已来到凤凰湖景区，拍花、拍

景、拍人，络绎不绝。

“看泰迪熊！还是活的！”在樱花节开幕

首日，全球最大、中国首家泰迪熊博物馆首

度携手青白江第四届樱花旅游文化节，为所

有游客带来这非同凡响的童年体验，特别是

为小朋友们带来惊喜。

瞧，泰迪熊们身穿绅士服、新娘装等各种

样式的衣服， 出现在园区各个角落玩着浪漫

骑行、 欢乐巡游和环保快闪……引得众多女

粉丝争抢着和真人版的泰迪熊拍照留念，甚

至还有追星狂热的女粉丝玩起了“熊抱”———

抱着真人版泰迪陶醉得根本就不想放手！

而在这次泰迪熊的文化体验展上，还摆

放了来自韩国著名玩具熊设计公司JS& F的

泰迪熊艺术精品，与中国香港油画家、艺术

大师王亥的1：1的3只雕塑熊作品，它们风格

迥异的服饰打扮和造型把游园的小朋友们

的目光牢牢吸引住，拉着雕塑泰迪熊的手不

放，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帮忙拍照。

“看到这么多形态各异的正品泰迪熊玩

偶，感觉像亲临了中国泰迪熊博物馆真实而

梦幻的场景一样，不同的是，这是在大自然

中、樱花树旁，感觉太棒了！”市民马小姐和

朋友感叹道，两人不停拿着手机拍照，并发

微信，“给没来的朋友们看， 他们羡慕惨了，

都说周末还要一起来一次。”

要提醒大家的是，喜欢泰迪的朋友千万

别把门票弄丢了。 只要你出示樱花节门票，

就可以参加系列“泰迪欢乐体验汇”主题活

动。在现场还有专门牵手泰迪熊进行爱心传

递的慈善活动，在这里只要写下对SO S儿童

村小朋友们的爱心赠言，泰迪熊将在活动结

束后将这份关爱与祝福送给成都SO S儿童

村。恋人们只要和您的另一半在泰迪熊的见

证下，向对方写下祝福，泰迪熊将授予最美

的爱情印证，99天后泰迪熊将会把这份祝福

送到您的手中。

此外，凡持樱花节门票的游客，还可参

与泰迪熊博物馆推出的爱的百分百幸运大

转盘活动。 一位女孩成为第一个幸运者，在

大转盘中抽中了一只泰迪熊的原版公仔。还

有精品泰迪熊、博物馆参观券等精美礼品等

您来拿。

本届樱花节上， 全新亮相的二期赏

樱园区与广大游客见面了。 最让人震撼

的是在国内首次创新启用“上天入地”

方式赏樱。 不仅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越一

期、二期的樱花林，游客甚至还可以乘坐

直升机，率先体验空中俯瞰樱花。

从远处望去，直升机在一片绯红、粉

白的樱花林中、湖泊上盘旋，如同一只穿

梭在花丛间翩翩起舞的蝴蝶。 成都商报

记者发现， 现场排队乘坐直升机感受另

类赏樱之旅的游客可不少。一组接一组，

机组人员忙得应接不暇。 等待的游客不

时发出感慨：“在空中看樱花，肯定巴适

惨了！”

“空中看樱花，视野肯定不一样。”

市民刘先生带着女朋友玩了一把 “心

跳”，在凤凰湖景区上空盘旋约10分钟。

“绿树配红花，一片一片的，景区二期道

路两旁成排的樱花， 从空中看就像画一

样，确实很壮观。”刘先生说，他连续几

年都来青白江赏樱花，“这次的感觉绝

对不同。”

园区大了，单靠步行确实有些吃力。

这下，往返景区一期、二期之间的小火车

成了最火爆的交通工具， 候车区处排起

了长长的队伍。 这造型复古的小火车除

车头外有三节车厢，跑一趟可乘坐30人，

大概20分钟。 从景区一期的樱花大道附

近起步，再绕整个景区二期一周，坐在复

古的小火车上，吹着微风，伴着花香，这

样的樱花观赏起来另有一番风味。

数千亩浪漫的樱园中，樱花树下喝茶小

憩……那真是太惬意啦！

作为历届品种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届

樱花节，组委会也特别在今年的凤凰湖畔

为游客们打造了一个超大型露天饮品休

闲区，让走累了的您在此歇脚。一边晒着

春日暖阳，一边嗅着微风送来的阵阵樱花

淡雅清香，远远望去，一片片粉红色的云

霞般的樱花林，煞是喜人。不少游客在这

里一边品茗一边与亲朋好友畅谈交流，好

不自在惬意。

游客饮品休闲区提供种类丰富的茶饮，

有女士美容养颜的花茶、男士热衷品味的龙

井，老少皆宜的冰糖枸杞菊花茶等等以及各

种休闲零嘴。现场提供纸牌、麻将等棋牌道

具，和亲友三五成群在户外露天“耍一盘”，

当然乐趣非凡。一阵微风拂过，几朵樱花花

瓣掉落在头上，简直不舍得用手拂去。

位于园区一期与二期连接通道处的凤

凰亭小广场游客饮品休闲区，则是大家扎堆

集结地。因为这里与水为邻，三面被盛开的

樱花环抱，不仅可以赏花还能观赏到湖水与

樱花相映成趣的美景，而广场一侧专为樱花

节打造的m ini儿童乐园，带小孩的家长安心

地在一旁休息，孩子则与同龄小伙伴在乐园

内尽情游戏。

泰迪熊来啦 还是活的

坐了火车坐飞机

天上地下看个够

购票

樱花树下喝茶 花瓣落了一身

年产30万吨以下煤矿 最迟2015年关停

全省小煤矿清理整顿时间表出炉，矿井数量要减少到1000个以内

四川强制戒毒所 开办“家长学校”

航拍高度：

20

米 凤凰湖樱花大道樱花怒放 （蜂鸟影像特别支持）

漫步樱花树下

坐直升飞机空中赏花 樱花树下小憩

步行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