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2013成都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报告》（简称“报告”）在第十二届中国国

际软件合作洽谈会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成

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委托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编制完成。报告称，

2013年，成都互联网规模进一步扩大，网民

达到810万， 其中成都网民网络视频和网络

音乐的使用率达到78.2%和83.5%，网上购物

比列达52.4%。

围绕一堵共用的墙，相邻两家展开了4个

月的争吵， 最后不得不走司法调解的程序

……近日，看到“法治成都·我们的生活”微

电影剧本（故事）征集的消息，成都双流普法

志愿者高亮将身边的真实故事写成了剧本

《墙》，希望让更多市民“看”懂法律。

2013年一个夏夜， 家住双流的贾大爷悠

闲地躺在床上， 与老伴商量着自己七十大寿

寿宴的事。突然，从房顶传来沉闷的声响。第

二天早上，贾大爷搭着梯子上了房顶，发现原

来是隔壁李大姐在共壁墙上凿出数个大小不

一的空洞。李大姐称，这是要安装天然气。贾

大爷听不进去，其子也拿起锄头准备凿墙，眼

看一场“火拼”就要开始……

“这种邻里纠纷，是老百姓最常见的矛

盾之一。一旦一方火气大一点，吵架甚至斗殴

就容易发生。”高亮说，在微电影《墙》剧本

中，社区工作人员、基层法庭法官先后介入调

解。剧本结尾，李大姐两口子带着歉意诚恳地

敲开了贾大爷家的门。

高亮是双流一名普法志愿者，常在各地演

讲普法，“群众有时候听不进去，觉得我讲的和

他们没什么关系。”得知成都征集法治微电影

剧本，高亮立即将身边故事写成剧本，“微电影

演绎的是具体的法律故事， 既能在网络上传

播，也可以现场播放给群众看，生动易懂。”

高亮还总结出一条提升群众法治意识的

心得：“先抛出一个具体事例， 然后告诉群

众，这件事既有‘法治’的解决方法，也有

‘不法治’的解决方法，采取这两种方法导致

的结果会截然不同。”在这样的清晰对比下，

群众自会理解到法治的好处， 学会用法律的

武器保护自己。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810万成都网民 五成以上爱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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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强大生态功能

不是一般公园

目前建成的白鹭湾生态湿地一期，坐

落于成都市区东南部，北临绕城高速，南与

双流县交界。东西方向长约8公里，南北方向

最短不到100米。 规划面积13.3平方公里，一

期占地3.3平方公里（5000亩），水域面积1平

方公里。

一到节假日， 特别是阳光明媚的日

子， 总是有市民带上一家老小到白鹭湾来

享受骑游乐趣，呼吸新鲜空气，洗涤浮躁心

灵。

在绝大多数市民心目中，白鹭湾的定

义就是一个“超级大公园”。然而，在白鹭

湾一期的景观设计顾问彭蓉看来， 这却是

市民对白鹭湾、对生态湿地的一个误解。

在很多场合，彭蓉多次强调过，白鹭湾

和一般的公园性质不同， 作为生态湿地，它

的特色更在于完整的生态系统及强大的生

态功能。

比如白鹭湾本身就具有水质净化功

能。它从陡沟河引水进入湿地，在流过两个

生物功能区时就将被水生植物净化。这批水

生植物占地2万多平方米， 负责完成杂草拦

截、泥沙沉淀、硝化反硝化生物反应等任务，

再对氨氮、总氮等成分进行降解，水质将从

劣五类净化为三类， 也就是从生活污水达

到景观用水。

建设方工程师吴晓斌介绍说，看似普通

的这片水域，通过栽种、投放水生植物、微生

物等生物性手段， 每日污水处理能力可达

25000吨。不仅湖区，相邻荷塘月色等区域的

污水都可以承载处理。

两年左右形成生物链

更需科学管理

“白鹭湾虽然具备为市民提供休闲、文

化、娱乐等与一般公园相同的功能，但从本质

上来说它就是生态湿地。” 成都市环境保护

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副院长何建认为，白

鹭湾需要更加科学的管理。

2012年，成都市全面启动“六湖八湿地”

湖泊水系建设：用五年时间，依托现有水系，

在环城生态区建设6个湖泊、8片湿地，将湖泊

河道水系面积比例由7%提升到21%。

其中， 以白鹭湾为核心的锦江区三圣水

生作物区是最早建成的生态湿地之一。 开放

近一年， 它正慢慢发挥其重要的生态服务功

能，促进成都大气和水生态环境的改善。

前不久，由联合国环境规划基金会、中国

环境保护协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绿色中国

2013·环保成就奖”颁奖揭晓，白鹭湾湿地荣

获“绿色中国杰出环境治理工程奖”殊荣。

白鹭湾生态湿地游客中心的显示屏上，

实时公布这里和附近区域的空气质量即时数

据， 市民可直观了解这一大片生态湿地对于

我们空气质量的有效贡献。

正因为承载了巨大的生态功能， 白鹭湾

生态湿地的管理将极大区别于一般的公园，

需要更加科学的管理办法。

可能有细心的市民发现，白鹭湾的科普

走廊两侧很多草都枯萎了， 居然没人去打

理。实际上，工作人员是“故意”的。“不清

理它们，是为了让它们自然枯萎、再发芽。我

们提倡越自然越好，任何植物都最好保持原

生态。”

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按照规划，白鹭

湾将用两年左右时间形成较为完整的生态

链。在此之前，超负荷地承载人流也会对生态

湿地带来一定影响。“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如

果人过多， 肯定会影响白鹭等野生鸟类的自

然栖息。”当然，也势必会带来湿地内的污水

处理、环境维护等压力增大。

用实际行动

与白鹭湾湿地“和谐相处”

作为城市湿地，和自然保护区不同，白鹭

湾势必要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功能———只

是需要市民在与之亲近时，给予更多的呵护。

湿地与森林、 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

系统，具有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功能。 白鹭湾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会负责人何

杨认为，对成都市民来说，城市湿地的概念比

较陌生，需要长时间的科普积累。

人们把湿地称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

和天然物种库。 湿地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大量

的如食物、 原材料和水资源等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

以白鹭湾为例，一期内有植物品种200余

种，还有多种动物，是青少年普及生物知识的

“天然课堂”。包括锦江区志愿者协会绿色生

态志愿服务队、 白鹭湾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会

在内的一些队伍，已发动更多志愿者，希望用

实际行动来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作为普通市民和游客， 更应该从身边事

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的生态湿地。例如，进入

湿地，不要乱扔垃圾，特别是烟头，以免带来

火灾隐患；附近居民不要向湿地投放垃圾，造

成污染等等。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蒲江法院依托全市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

神，紧扣法治建设要求，从改革、公开、便民三

个方面，努力为推进公正司法、助推成都法治

城市建设作出积极贡献：持续推进审判运行

机制改革。合理配置审判资源，进一步界定

审判委员会、 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职责，还

权于合议庭、独任法官，让审理者裁判，让裁

判者负责；进一步加大审判公开力度，让审

判权在阳光下运行； 继续落实司法为民、便

民举措。在常态开展节假日立案、上门立案

等便民措施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道路交通事

故联动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农村“五老”调

解工作。

蒲江法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白鹭湾生态湿地二期今年启动

专家提醒：白鹭湾不是一般的公园，需要科学管理和更多保护

志愿者原创剧本《墙》：

用微电影 让百姓“看”懂法律

让审理者裁判 让裁判者负责

蒲江法院合理配置审判资源

超过一半的成都网民喜欢网购，成都

市电子商务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3年成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了4000

亿， 电子商务的应用企业超过了8000家，

“这么大规模的电子商务交易量， 建立良

好的电商环境变得尤为重要。”昨日，成都

市电子商务协会产业服务联盟正式成立，

未来将建立成都市消费者协会电子商务

投诉站，配合公安部门的网监大队，为传

统行业和市民提供可信的电子商务资源

整合服务。

去年5月底建成的白鹭湾生态湿

地，现已成为成都市民休闲游玩、青少年

参加科普活动的最佳去处之一。 成都商

报记者昨日从锦江区获悉， 作为该区

2014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白鹭湾生

态湿地二期工程已经进入了规划设计阶

段，今年以内就将实施。届时，5000亩的

白鹭湾生态湿地将进一步扩大， 为整个

城市的生态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明天就是周末了。 市民不妨到白鹭

湾生态湿地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深入

了解这片生态湿地。 特别是孩子们可以

到这个天然的“生物多样性博物馆”里

去认识自然物种，开阔眼界。

过半成都人上网“手机党”占8成

报告显示，2013年成都网民规模达810万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57.1%，比四川省平均水平

高2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3个百分

点，比同处西部的重庆高13.2个百分点。同时，

成都的网民逐渐向老年群体渗透，60岁以上的

老年群体占比上升1.9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2013年成都市移动电信运营

商在网注册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165.7万

户，增长率为1.4%，以去年1435万人的常住人

口计算，人均手机1.5部。2013年成都累计建成

无线基站数38366个，Wi-Fi热点（AP）数9.02

万个， 中国移动成都4G也正式商用，4G信号

基本覆盖绕城以内区域和成都绝大多数县

城。 受此影响， 成都手机网民占比进一步增

加， 去年使用过手机上网的网民有663万，占

整体网民规模的81.9%。

偏爱娱乐 83.5%网民在线听歌

“2013年成都网民几乎所有网络应用的

使用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互联网

信息中心高级分析师王涛称， 在商务交易类

应用中， 成都网民使用网上购物的比例达

52.4%，其后依次是网上银行47.7%、旅行预订

36.4%、团购22.9%，相比去年分别增长了1.2、

5.1、11.6、3.9个百分点。

网络娱乐类应用方面， 成都网民网络视

频和网络音乐的使用率达到78.2%和83.5%，

分别高于全国9.1和9.9个百分点。

去年拦截恶意网址2800万次

成都互联网同时也面临着网络安全的挑

战，去年，成都拦截恶意网址2800万次，日均拦

截钓鱼网站80万次， 拦截木马总量1500万次，

日均拦截4万次。2013年成都手机网民遭受恶

意软件危险以资费消耗类和流氓行为为主，资

费消耗占危害事件的29.65%、 流氓行为占

24.21%；网民收到广告类短信占垃圾短信的比

例达到80.28%。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席大伟

成都电商协会产业服务联盟成立

同步播报

成都铁路口岸

获国家开放口岸“通行证”

成都海关24日向记者证实， 国家口

岸管理办公室日前已正式下文批复，同

意将成都铁路口岸设为国家临时对外开

放口岸，这将助推成都市建设“西部国

际商品集散中心”。同时，产自欧洲的进

口整车等产品有望直接从成都铁路口岸

入境， 缩短西部地区消费者购买时的等

待时间。

据介绍， 国家开放口岸是国家认定

的对外开放口岸， 也是许多对外开放业

务，如整车、肉类等进口必备的“通行

证”。 目前设立的国家开放性口岸主要

位于我国沿海、沿边地区（机场除外）以

及能够直接进出国境的内河港口。

成都海关介绍， 目前我国通往欧洲

的主要货运铁路之一———成都至波兰的

“蓉欧快铁” 正在组织开行返程货运班

列， 成都铁路口岸获得国家开放口岸的

“通行证”，将使得“蓉欧快铁”返程班

列的货源更加丰富。据介绍，成都铁路口

岸目前还启动了整车及肉类指定进境口

岸申报工作，产自欧洲的进口整车、肉类

等产品有望通过“蓉欧快铁”直接从成

都铁路口岸入境， 这将大大缩短运行时

间，减少中间环节，结束进口此类商品只

能依赖沿海沿边口岸的现状， 缩短消费

者等待时间。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四川年内

将建11万套保障房

昨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川

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十二五” 规划

2014年实施计划》。根据该《计划》，四

川将从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

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

住房保障等9个领域加强基本公共服务。

改造棚户区危旧房

40

万户

根据《计划》，四川今年加大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力度， 建设保障性住房11

万套，其中包含公共租赁住房10万套。另

外，四川各地还将推进城市旧城区、小城

镇危旧房（老旧住宅小区）和各类棚户

区（城中村）改造，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完善居住功能。今年，将改造各类棚户区

危旧房40万户， 其中城镇棚户区危旧房

有37.76万户。

今年， 四川将全面推进公共租赁住

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 建立健全以公

共租赁住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体系。

开展省内异地就医结算

根据《计划》，四川今年将继续提高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统筹

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

大对新建企业和小微企业扶持力度，统筹

研究适当降低缴费负担政策。 到年末，全

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783万人，

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2760万人。

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 四川将继续

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

稳步提高筹资和报销水平。 全年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

府补助标准人均最低达到320元。 今年，

四川全面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另外， 四川还将建立省级异地就医结算

平台，开展省内异地就医结算。

为

100

万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

在基本社会服务方面， 四川将继续

加强城乡低保工作规范化、动态化管理，

城市低保累计月人均补助200元，农村低

保累计月人均补助95元。 全面推进城乡

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符

合条件的贫困患者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自

付费用救助比例不低于55%。

同时， 今年四川将实施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工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100

万名困难家庭的失能老人和80周岁以上

高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白鹭湾湿地，俯瞰花海梯田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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