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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逛糖酒会 新会展周边这样走

交警昨发布糖酒会交通指南，26日~31日划出管控区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2013年春季

（第

88

届）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日益临近。昨日，市交管局发布通告，在糖酒会

期间， 任何单位不得在道路上集队徒步和组织

宣传彩车进行广告宣传活动。糖酒会期间，世纪

城新会展周边片区交通将有一系列调整。

新会展周边部分道路凭证通行

3月26日至31日，每天7:30至17:30，以世纪

城新会展为中心， 北至府城大道

（不含府城大

道）

，南至天府四街

（不含天府四街）

，西至天府

大道

（含天府大道）

，东至红星路南延线(

含红星

路南延线三环路以外路段

) 的区域内采取临时

限制交通的措施， 禁止非参加糖酒会的社会车

辆

（含货运机动）

车通行。

该区域内的单位及个人机动车凭《机动车行

驶证》或相关证件通行，途经上述道路的社会车

辆需按照现场交警指挥及诱导交通指示牌通行。

3月28日至31日，每天7:30至17:30，天府大道

广电路口至丽锦街路口实行机动车凭证

（持糖酒

会指定车证）

通行，同时允许出租车、糖酒会摆渡

车、直通大巴、工程、救护、抢险车辆通行。

世纪城路出城单行

3月26日至31日， 红星路南延线绕城天府收

费站路口至丽锦街路口至天府大道成达路口

（含

世纪城路）

实行机动车由北向南出城单向通行。

高新区中和社区机动车不得由东向西通过五岔

子桥、天华路、世纪城南路进入世纪城路。

参会车辆停环球中心停车场

糖酒会期间， 除持组委会指定车证的机动

车可进入世纪城内场外， 其他参会车辆必须停

放在大会指定停车点

（天府大道环球中心停车

场）

内，不得在其他路段、区域停放。

网友争晒家乡美景

华润雪花愿助力四川旅游推广

1

、即日起，登录成都全搜索网站（

http:

//www.chengdu.cn/

），点击主页上《做自然

的我》视频连接，或直接登录“我心中最美

家乡景” 专题版块（

http://top.chengdu.cn/

acts/2013_jiaxiang/index.php

），即可进入活

动页面。

2

、按照页面提示，留下你的名字和联系

方式，注明拍摄地点，上传你镜头下拍出的

最美家乡风景，分享家乡的点点滴滴。

3

、活动在全川范围内进行 ，只要你

晒出自己拍摄的家乡照片，故乡美景，不

限制拍摄时间 、拍摄题材 、摄影器材 ，也

不限上传照片的数目。如果你擅长

PS

，更

可以锦上添花， 把家乡用最美的形式呈

现出来。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日前，“自然哥” 李彬红自费拍摄微电

影《做自然的我》，宣传家乡崇州的美丽风

光，意外带火了“自然体”，更引发了众多网

友对“家乡美”网络新话题的讨论。

昨日，成都商报联合成都全搜索网站

主办的推荐“我心中最美家乡景”大型公

益活动正式启动，许多网友热情参与，上传

美景照片，分享家乡的自然景观、风土民

情。也有不少企业联系本报，表示愿意参与

到活动中来，并希望可以尽一己之力，助推

四川旅游业发展。

网友积极参与

晒出“最美家乡”

喜德县的彩虹、夕阳和星空，汶川县朴

实的农家小院，水磨镇的闲逸街景，成都街

头的银杏，还有西昌的水流独堤，渔歌唱晚

……

活动推出首日，就有数十名网友参与，

纷纷上传自己拍摄的家乡照片。活动页面

上，一幅幅四川美景琳琅满目。与此同时，

各个网站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四川

美景真是多得不可胜数，每一处风景都是

我们的骄傲”，网友“小琪琪”说，她是汶

川人，震后目睹了家乡变得越来越美的过

程，这一份美丽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值

得自豪的是，每一幕美景背后都蕴含着四

川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多家企业关注

愿意参与活动

网友掀起一阵“晒家乡” 热潮的同

时，也有不少企业和协会致电本报，表示对

这个话题和活动很感兴趣，愿意参与进来。

四川女摄影家协会主席何军联系到本报记

者，“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我们可以提供技

术支持， 同时也会发动全省的会员聚焦家

乡美景，积极参加。”

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周伟也

表示，在网站上看过《做自然的我》后，他

很有感触，“四川景美人也美，李彬红对家

乡表现出来的这种情怀和责任心，非常难

得。”他说，自己和所在企业也希望能为四

川旅游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成都森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范波干脆推荐起了金堂的美景，

“欢迎来金堂淮口， 这边有云顶山、 瑞光

塔、九龙长湖，自然风光好，还有我们的原

味欧洲，水岸旅游第一镇———科玛小镇，赏

沱江风光，还有欧式风情建筑，我也准备拍

下来参加活动。”

华润雪花

希望助力四川旅游

昨日下午， 华润雪花啤酒四川公司

市场总监也联系到成都商报，“四川的

美，在全国很著名，九寨沟、四姑娘山、峨

眉山，除了这些知名景区外，四川还有很

多美景，隐匿在鲜为人知的乡村，或深山

野林里，为了向外界传播家乡美，李彬红

选择了微电影这个时尚的传播方式，这

个行为很值得我们思考。”

他表示， 作为快消品企业， 公司一

直在思考如何利用四川得天独厚的旅游

资源进行品牌推广， 创造一个新的快消

品品牌营销模式， 既传播了自身的产

品、 品牌形象， 又向外界推广了四川美

景， 为四川的旅游发展、 城市营销贡献

绵薄之力，“如果将美景的推荐与雪花

啤酒的推广成功地嫁接起来， 相信会取

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为此专门开了会，正在商议

方案， 希望能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创

造一个平台， 把那些隐匿在乡村深野的

川景推广出去。”他表示，希望借助成都

商报、成都全搜索联合主办的“我心中

最美家乡景”活动，结合企业自身优势

资源和渠道， 助推四川旅游发展， 从而

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据了解，昨日，华润雪花啤酒四川公司

市场部已召集相关人士积极展开 “新点

子”的策划，如何借助四川风景进行品牌

营销、助力四川旅游的方案正在进一步商

议中，有望在下周推出具体计划。

昨日下午1时许， 成华西街西藏饭店对面，

一家商铺门口摆着“证件快照”的招牌，玻璃门

上贴着“照相”的大字，店铺却挂着一家山东食

品公司的招牌。

“现在装了明天就可以营业了。”食品厂家

负责人杨先生介绍， 这家铺面原本是一家照相

馆，是前几天租下来的，租期为一周，主要用于

糖酒会期间的产品展示。据悉，这间铺面20平方

米左右，一周的租金高达3万元。

“隔壁几家也都租出去了，明天也要开始布

展了。”杨先生说，由于不少糖酒会参展商都住

在成华西街附近的酒店， 这一路段的铺面格外

受青睐。

记者在成华西街发现， 这条街靠近人民北

路一段的40余家商铺， 约有一半的商家都将铺

面租给参加糖酒会的商家。其中有4家商铺已经

开始装修，还有8家商铺门口悬挂着出租告示。

在天香阁酒店对面， 一家超市老板向一名

参展商介绍，她的铺面约有10平方米，一周的租

金是1.2万元，“去年1万元， 今年涨了2000元。”

位于成华西街1号的打印店门口贴着招租广告，

店主贺先生时不时接待前来咨询的商家。 打印

店面积约11平方米， 贺先生打算以1.6万元的价

格租一周。去年糖酒会期间，打印店的租金约为

1万元。

不止是超市和打印店，成华西街的杂货店、

餐馆、超市、干洗店甚至药店，都加入短租的行

列。位于路口的100多平方米的大华药房去年没

有出租，今年准备以15万元的价格出租一周，在

此期间药店将暂停营业。

记者从成华西街的房屋中介公司了解到，

平常该路段店面的租金在每月每平方米100

元～150元。这样算下来，一间20平方米的商铺

每月租金在3000元左右，如今一周的租金高达3

万余元，租金上涨了40余倍。

成都商报记者 梁凡 实习生 黄玉洁

摄影记者 段韵 报料人：李先生 报料费：

100

元

□参与方式

网友上传参加活动的照片：西昌之渔人归

20平方米铺子一周租金3万

糖酒会未开，成华西街已火起来,很多商铺搞起短租生意

糖酒会交通组织示意图 制图 冯成

成都商报讯（记者 余文龙）

“兰州市动

物园的熊猫是世界上最悲催的熊猫……”

近日，这条微博引起众多网友关注。昨日，

兰州市动物园回应成都商报记者称， 网上

的传言不实，该动物园的大熊猫身体健康。

“兰州市动物园的熊猫是世界上最悲

催的熊猫，又瘦又脏，饿得都走不动了，管

理员还要打。我恳请兰州市长，虽然我们甘

肃穷，但不要做面子，养不起就别养……求

求大家救救兰宝、兰崽吧。”3月20日，新浪

微博用户“哥不一搬3285043987”发的这

条微博，还一并发布了一张大熊猫的图片。

从图片上看，消瘦的大熊猫坐在地上，头上

的白色毛发部分很脏，腹部的毛发也发黄。

这条微博立即引发众多网友的愤

慨———“怎么可以这样呢？”“太作孽了，放

开我最喜欢的小动物！”……但也有网友指

出，此图为熊猫“兰宝”的旧照，瘦是因为

当时“兰宝”在生病。

昨日，“哥不一搬3285043987” 的这

条微博连同其账号一起消失， 但由此引发

的热议却没有停止。

“兰宝”“兰崽” 真的遭受了如此虐待

吗？对此，兰州市动物园曾经的熊猫饲养员

表示：“是我们的熊猫没错，但是这个角度

加上误导性的语言

（殴打、挨饿）

就是误解

的开端。”昨日，兰州市动物园书记刘成志

在电话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网上的传言

不实，该动物园把大熊猫养得相当好，身体

健康，目前大熊猫并不算太瘦，体重有100

多公斤，“我们是事业单位， 资金有保证，

一年给大熊猫投入的饲养费就有七八万

元， 食物都是定时定量供应的。” 刘成志

说， 网上的传言对兰州市动物园的形象造

成了损害，动物园不排除起诉“造谣者”。

兰州市动物园的熊猫和成都颇有渊

源。“兰宝”和“兰崽”都在成都出生，是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兰州动物园联手

开展大熊猫繁育的成果之一。 它们的母亲

“蜀兰”曾居住在兰州动物园，为了进行实

质性的大熊猫繁育合作工作，“蜀兰”于

1997年来到她的新居———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在成都，经过大熊猫基地饲养和

科研人员对“蜀兰”采取自然交配与人工

授精结合的繁殖方式， 先后于2002年和

2004年成功产下“兰宝”和“兰崽”两个小

宝宝。“兰宝”和“兰崽”分别于2003年和

2007年回到老家兰州市动物园。

大熊猫“兰宝”悲催了？

兰州动物园：我们养得很好

近百名成都农民工赴甘肃金昌打工， 几个

月后却迟迟拿不到工钱。昨日，四川省和成都市

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法律援助小组， 奔赴甘肃

省金昌市对此事进行调查和调解， 协助农民工

要回薪酬。

据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介绍， 去年4月，刘

作军等成都民工近百人，到甘肃打工。最终，他

们在金昌市金川区的一个工地上找到了工作。

当时， 刘作军等人与甘肃省福利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 合同对部

分劳务工程单价进行了约定。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发包方及建筑公司

迟迟未付劳务款，工人们多次讨要，还是拿不

到工钱。去年7月，金川区政府组织专门工作组

对此事进行调查， 调查组核定劳务款80余万

元。建筑公司支付了20万元工钱，民工返乡。刘

作军多次往返成都和金昌讨薪，除了之前预付

过的10万余元工钱，仍然有50余万元的工钱没

支付。无奈之下，刘作军向四川省司法厅寻求

帮助。

近日， 四川省司法厅协调成都和金昌两地

的法律援助中心共同承办此案。 法律援助小组

组长王晓林表示，这次到金昌，先要核实事实、

调查取证，然后寻求调解，希望双方能妥善解决

此事，如果调解失败，也会做好诉讼的准备。

成都商报记者 柏阳月

成都农民工甘肃遭欠薪

家乡派出法律援助小组

3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共

同关注》栏目，同步启动“寻找最美消防

员”大型公益活动，四川省消防总队成都支

队特勤三中队中队长助理刘亚光， 成为第

一位入选者。

看了刘亚光事迹的成都金沙小学的学

生，昨日下午专程到其所在的部队，向他表

示敬意。在特勤三中队营区，孩子们还在刘

亚光的指导下， 体验了一把消防英雄的常

规战备训练。

刘亚光1998年12月入伍， 参加抢险救

援战斗5000多次。2002年成为蛙人后，潜水

救援上千次，打捞救援500多人，目前，刘亚

光是西南地区消防部队唯一一个国际一星

级潜水教练员。

从2007年以来，刘亚光先后组织参加

了2005年金堂汽车坠河事故打捞、2007年

的果堰村商住楼灭火救援、2008年的 “5·

12”抗震救灾、2010年“8·8”甘肃舟曲特

大泥石流灾害事故、“8·13”、“8·19”抗

洪抢险等一系列重大灾害事故抢险救援

行动。

“5·12”汶川大地震，刘亚光参与了都

江堰新建小学的救援， 与战士们持续奋战

两天两夜，50个小时，没有合上一眼，颗米

未进，共救出了51名幸存者。

回想15年的抢险生涯， 刘亚光不禁感

慨， 自己只是在做一些分内之事。“当你到

了现场，看到混乱狼狈的场面时，心里面只

有一个念头：救人。”

刘亚光坦言 ， 每次把遇难者救起

时，家属激动的眼神，就是对他最好的

安慰。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逯望一 摄影报道

入围央视“最美消防员”

他11年从水里捞出500多人

刘亚光指导学生体验消防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