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象因素对这个月空气质量的影响到

底有多大？超标项目中有哪些与秸秆焚烧有

关？……昨日，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的会议

室内， 与会专家正就今年9月四川城市空气

质量报告进行质询和会商。该会商会首次对

媒体开放，成都商报记者为您揭秘四川城市

空气质量报告的出炉过程。

昨日专家会商会上，由省环境监测总站

初拟的《2014年9月四川省21个城市空气质

量报告(会商稿)》提出，按空气新标准评价

的8个环保重点城市，9月份总体达标天数比

例为97.08%，总体超标天数比例为2.92%，均

为轻度污染。与8月相比，总体达标天数比例

上升0.31个百分点。昨日会商的2014年9月四

川省21个城市空气质量报告， 已是四川编制

的第十二份“空气月报”。据悉，四川省从

2013年9月开始对25个省控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进行综合指数评价、排序，并在四川省环保

厅和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网站进行公告。

据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有关负责人介

绍，会商专家采取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方式

产生，会商内容包括：抽检、复核经市（州）、

省监测站审核的监测数据的有效性情况，对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计算方法、结果及最终质

量排名进行审核、把关，对每月报告编制的程

序、格式、结论进行把关。

对于公众关注的监测数据的真实性问

题，省环境监测总站专家表示，全省空气质

量监测的原始数据，每日都会按规范程序进

行审核、确认，并发布日报。到每月编制月报

并计算城市排名时，不能随意对每日的基础

数据进行更改，评价结果和计算的排名情况

由专家会商后签字确认。数据从提取、审核、

确认到发布的全过程，均由专业技术人员完

成，全过程没有行政权力介入，结果客观、公

正、权威。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200米长的沟谷地带，海拔600至750米

范围内， 约有2000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金花茶

与其他杂木混生。整体呈带状分布，集中生长在

沟谷两侧的崖边上。整个村子，金花茶数量超过

3000株。 这也是四川首次发现连片生长的金花

茶。” 泸州古蔺县林业局工程师赵中国介绍，由

于正值花期， 金花茶的金黄色杯状花朵仿佛涂

有一层蜡，晶莹而油润，树枝上还结有果实。

赵中华介绍，作为一种古老的野生植物，

金花茶分布极其狭窄，“因为稀少，金花茶也

被称为‘茶族皇后’‘植物界大熊猫’，与银

杉、桫椤、珙桐齐名，属中国八种国家一级保

护植物之一。 全世界90%的野生金花茶仅分

布于我国广西防城港市十万大山的兰山支脉

一带。四川此前仅古蔺桂花乡一地曾有发现。

当时记载为零星分布。除了观赏价值外，金花

茶的药用和科研价值也很高。”

朱茂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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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邓小平”讲他心目中的邓小平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主演马少骅14日做客金沙讲坛 今日可拨打86613333-1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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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影院现场体验

在创意主题馆内， 设有立体的4D电影

院，播放动画的同时，穿插真人话剧、歌舞表

演。每5~10分钟就有一场演出，想体验4D立

体影院效果的观众们千万别错过。

创意咖啡区

咖啡+明信片的别样休息区， 免费品尝

西门子智能家电制作的点心和饮品，还能寄

出一张盖有熊猫邮局邮戳的明信片。

3D

试衣镜

2号馆一个名为“八卦成都”的展区内。

成都本土著名空间设计师张晓莹打造了一

个传递科技环保理念的创意展区，女孩能在

此感受3D试衣镜的神奇，体验概念性家具。

《万万没想到》主创现场签售

网络神剧《万万没想到》的导演叫兽易

小星，将携剧组艺人王大锤、子墨、小爱、孔

连顺、本煜、葛布来蓉，并现场签售新书《万

万没想到：生活才是喜剧》。

成都商报记者

成都商报讯

为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展示党员“爱岗敬业、开拓创

新、无私奉献、服务群众”的风采，“我身边

的共产党员”摄影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据了

解，比赛要求参赛作品所反映的人物是在成

都市工作和生活的共产党员。比赛分为专业

组和业余组两个组别，参赛作品所有数字格

式照片均为JPG格式，最长边为1920像素，大

小不超过5MB，单幅、组照均可。报送作品时

间从2014年10月1日开始， 截止于2014年11

月19日。专业组和业余组各一等奖1名，二等

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4名。

“我身边的共产党员” 摄影比赛启动

记者10日从最高检获悉，成都铁路局原

副局长陈凌等5名官员分别因涉嫌受贿等犯

罪被检察机关查办。日前，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指定管辖，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

输分院以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对成都铁路局

原副局长， 成绵乐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

西成铁路客运专线四川有限公司、成兰铁路

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陈凌（正局级）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新华社）

成都铁路局原副局长陈凌被检察机关查办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检察院官

方网站获悉，该院近期正在查办四川省教育

厅原副厅长、 巡视员何绍勇涉嫌滥用职权、

受贿案，成都市发改委原副主任、粮食局原

局长舒刚涉嫌受贿犯罪案，成都市武侯区政

协原主席、党组书记伍勇涉嫌受贿犯罪案。

2014年9月12日，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决

定，依法对四川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巡视员何

绍勇涉嫌滥用职权、 受贿犯罪立案侦查。9月

25日，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何绍

勇执行逮捕。案件侦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2014年7月16日，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决

定，依法对成都市发改委原副主任、粮食局原

局长舒刚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9月30日，

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决定， 依法对舒刚执行

逮捕。案件侦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2014年3月16日，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决

定，依法对成都市武侯区政协原主席、党组

书记伍勇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8月13日，

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伍勇执行

逮捕。案件侦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成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省检察院决定对何绍勇、舒刚、伍勇执行逮捕

成都商报讯（记者 谢佳君）

日前，绵阳

市纪委对已经退休的绵阳市委原副秘书长

李正寿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李正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巨额贿赂，违规入股分红。李正寿

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且涉嫌犯罪，依

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的有关规

定， 经绵阳市纪委讨论并报经绵阳市委批

准，决定给予李正寿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

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绵阳市委原副秘书长李正寿被开除党籍

创意设计展今日开幕

周末尽享创意盛宴

2014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11日～14日在新会展中心举办

今天，2014创意设计周———成都创意设计产

业展览会将盛大开幕，最炫目的创意科技、最前

沿的创意作品、国际一流的设计大师、最好玩的

创意体验将云集成都新会展中心1～4号馆，开启

全城尽享的创意盛宴。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4万平

方米，展品超过5000件，不论是展馆、展品还是创

意体验， 都将是一段不容错过的创意奇幻之旅。

这个周末，带上家人、朋友来新会展体验一番吧。

创意主题馆

创造性地将成都市花芙蓉的元素应用

到展馆设计中，俯视展馆，如一朵芙蓉花绽

放展场；3个互锁环，巧妙地诠释着创意与城

市、人和未来的关系。设计师为展馆穿上一

件科技智能的外衣，随时让每一面墙变化颜

色和花样。展馆中心位置设有“创意种子”

版块，设计师希望每一位观众都变身殷勤的

小蜜蜂，传递创意设计的精神。

全球彩绘大熊猫

2014成都创意设计周发起的“全球彩绘

大熊猫”活动，牵手德国、瑞士、意大利、芬兰

等国家，通过色彩与创意为大熊猫画最美的

彩色照片。设计理念取自艺术创作必不可少

的工具———铅笔和纸张。展馆整体设计以折

纸为创意元素，通过纸张的折转延伸将展厅

有效分割为不同展区，同时纸张的折转过程

中形成了展厅的展墙和顶部造型；展厅入口

的巨型彩铅笔形象与折纸状的展厅结合，将

观众带入创作的氛围之中，同时强调了视觉

的层次感。

亚洲新势力展区

“亚洲新势力”展区整体外观，在不锈

钢管的外结构支撑之下，白色的光纤丝组合

排列，再以灯光进行氛围烘托，构成一朵灵

动的充满想象力的芙蓉花。

创意家居

在这里，家居空间如同穿衣风格一样得

到重视，藤编是该展区的主要布展材料。

敢达模型

3号馆游戏体验馆和4号馆动漫创意馆，

精彩的动漫、手游、游戏周边产品将让动漫

迷们为之着迷。

国际大师设计成都公共设施

十位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创意设计大师以

成都城市公共设施为素材， 以国际先锋创意

设计的视角设计作品， 把创意设计带到与人

们密切相关的生活之中。 本次设计的公共设

施作品有嵌入成都地图的井盖、地铁风口、垃

圾桶、绿地、公共汽车站等。

成都高端别墅设计师秀创意

在亚洲新势力作品展区，成都十大高端

别墅设计师郑昆、李可夫、蒋涛、余镇海、付

涵沁、陈秋汐、居金波、张华锋、常小睿、翟洋

各自创作展品展出。

谷歌眼镜

谷歌眼镜将在创意主题馆展出，它是由

谷歌公司于2012年4月发布的一款 “拓展现

实”眼镜，具有和智能手机一样的功能。

iPhone6

虽然暂时还不能拿到手，但提前来展会

感受一下也是好的，“果粉”们懂的。

透明冰箱

海尔此次参展带来的这款冰箱可非同

一般，它是透明的。“吃货”们想象一下，一

个远看并无异样的冰箱， 随着你逐渐走近，

它的智慧窗会逐渐变得透明， 美味触手可

及，是不是很过瘾呢？

A

看创意展馆

B

赏创意展品

C

享创意体验

超过3000株 四川首次发现连片金花茶

通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

连续剧， 人们重新感知了中国发展历程中的

伟大转折， 用一个个细节再现了邓小平在每

一次重大转折中的历史性作用。 在该剧中扮

演邓小平的国家一级演员马少骅， 将来到成

都、走进金沙讲坛，于10月14日14：30，在娇子

音乐厅为成都市民献上一场主题为《我心目

中的邓小平》的讲座。

用四川话演

更能体现邓小平性格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中，

邓小平的一口乡音让四川的观众们倍感亲

切，同时，也形象地刻画了伟人的性格。马少骅

不久前在一次访谈节目中透露， 最初电视剧

在用四川话还是普通话上，经过了一番讨论。

“刚开始，包括小平家人都提出，用普通

话，但是导演坚持要用四川话。”他说，导演

吴子牛认为，邓小平的很多性格特征，都体现

在他的语言中。马少骅认为，这一认识非常准

确，邓小平的风趣、幽默、果敢，都体现在他的

语言中，如果换成普通话，生动性就缺乏了。

最终，电视剧还是选择了四川话。

电视剧拍摄期间， 马少骅已经能讲一口

广安味道的四川话。为了学好四川话，他天天

听录音资料，还专门到广安采风学习。电视剧

播出后， 四川话所刻画出来的伟人性格生动

分明，获得了广泛好评。邓小平的家人也评价

说，还是用四川话好。

马少骅说，扮演邓小平让自己获益颇深。

在他眼中，邓小平除了干脆、果断，实事求是

讲真话，还充满了人情味。有一段台词让他印

象深刻， 邓小平对自己的孙儿孙女有着深厚

的感情，他说：“如果世界上有人评最佳爷爷

的奥林匹克奖，那我就拿这个奥林匹克奖。”

真实回顾历史

好剧年轻人也爱看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也吸引了大量

年轻人的关注。 马少骅曾谈起在成都的一次

宣传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不少是年轻人。

“我们去成都做片子的宣传活动，就在成

都最大的新华书店，也没有相约，很多人就来

了，我万万没想到，有这么多年轻人。”他还记

得，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个高中女生，她说，戏开

播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后来看到第二集的

时候，就发现，原来当时中国是这样的，越看越

好看。另一个发言的小伙子正在读大一，在现

场评价说， 这部电视连续剧引起了同学圈里

的反思，对生活现状、改革发展的思考。

“我想，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对年轻人

有吸引力。那些向上的、美丽的、真诚的、善良

的戏，年轻人难道会不爱看吗？”马少骅说。

马少骅表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怀着感

恩和敬爱的心情来扮演邓小平。同时，也怀着

一颗真诚的心，来重新看待这个人物，来创作

这个人物。“在认识的过程中，逐渐被这位老

人家所感动。”

传递信息

改革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从恢复高考到知青回城， 电视剧中反映

了1976年到1984年的改革历程。

剧中， 邓小平的一句 “让孩子们回来

吧”， 看似轻松， 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

景。马少骅认为，新时代年轻人应该知道，如

今的生活，是先行者打开了国门，是改革对后

世影响的一部分。

马少骅说，自己也在思考这部电视剧的现

实意义。 这部电视剧反映了在中国最艰难的

时候，是谁在领导这场改革，如何推动这场改

革。 改革开放到现在， 中国仍然面临很多问

题，需要共产党人的智慧，全国人民的智慧来

解决。“改革还有很多难题。越是这个时候，大

家越珍视邓小平敢于担当的精神。”他认为，

这部电视连续剧也是在通过历史，告诉人们，

改革永远是现在进行时，需要勇于担当的人去

打开改革的突破口。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拨86613333-1

快来抢票

有兴趣参加讲座的市

民， 可于10月12日上午10

点前往金沙剧场票亭或娇

子音乐厅入口平台领票。

成都商报也专门为商

报的读者朋友备下了少量

门票， 大家今日可拨打本

报热线86613333-1抢票。

与此同时， 成都商报

将从今日起至10月12日，

开启“我有问题问小平”

活动， 欢迎读者拨打本报

热线86613333-1，向马少

骅提问。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昨日，成都市

区凉风习习，空气也随之变得干净、清爽。与

之相对应， 市区各空气子站的监测数据也开

始下降。截至昨晚19时，成都市区平均AQI已

降为132，由前日一度持续多个小时的重度污

染降为轻度污染。四川8个环保重点城市截至

昨日19时虽仍有6个城市处于污染状态，但污

染程度总体已有所减轻。 而由于昨晚开始成

都下起了雨， 截至今晨零时， 成都市区平均

AQI已降为99，由轻度污染转为良。

成都AQI一个白天降了一半

据环保部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

台的数据显示， 四川8个环保重点城市中，10

月9日共有成都、德阳、南充、泸州、自贡、宜宾

出现污染，其中，成都、南充、泸州9日的AQI

分别为180、163、159，都属中度污染。德阳、自

贡、 宜宾均为轻度污染。 绵阳和攀枝花均为

良。 但从小时浓度上看，9日成都等城市均一

度出现重度污染。

不过，昨日中午开始，成都及周边城市的

空气开始出现好转。截至昨晚20时，除自贡、泸

州的AQI分别达到217和235，都达到重度污染

外，成都等城市已不再是重度污染。其中，靠近

泸州和自贡的宜宾AQI为156，属中度污染。成

都和南充AQI分别为139和128， 均为轻度污

染。绵阳、德阳和攀枝花均没有出现污染。

从变化趋势上看，成都市区AQI下降主要

从昨日上午11时左右开始，至昨晚19时，市区

平均实时AQI已从早上7时的225降至130，属

轻度污染，不过至昨晚20时又小幅上升至139。

从污染分布上看，截至昨晚20时，成都市

区7个国控子站中，人民公园子站的PM2.5浓

度最高， 为118微克每立方米。PM2.5浓度最

低的是草堂寺子站，为93微克每立方米。其余

子站PM2.5浓度最高差别不大，均超过100微

克每立方米。PM2.5是昨日的主要污染物。

气象条件造成的污染 风来解决

此次空气污染，因不利气象条件造成，又

主要因气象条件好转而减轻。 据省环境监测

总站专家分析， 近日盆地内大部地区出现多

云、多雾、逆温，大气层结稳定，这些都是不利

的污染气象条件， 对于污染物向水平和垂直

方向的扩散都有影响。此外，部分地方还出现

秸秆燃烧污染的特征。 此次区域性污染的出

现， 也标志着四川进入了秋冬季节的不利污

染气象条件的时期。

气象条件昨日已出现缓解的明显迹象。

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和成都市气象台昨日

发布的“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显示：10月

10日晚至10月11日白天， 成都市阴天有小到

中雨，近地面逆温层存在的可能性小，风速增

大，层结弱不稳定，气象扩散条件为良好。预

计10月11日AQI指数为90～120，空气质量为

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

四川首次划定林业生态红线

昨日，四川林业厅召开新闻通气会，发

布了《四川省林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纲要（2014-2020年）》，四川首次划定了

林地和森林、湿地、沙区植被、物种四条生

态红线。 到2020年， 全省林地面积不低于

3.54亿亩，森林面积不低于2.7亿亩；湿地面

积不少于2500万亩， 四川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全面建成。

四川省现有林地面积3.6亿亩，现有的

森林面积仅为2.59亿亩，在湿地红线、沙区

植被红线、物种红线方面，划定的红线与现

有的情况基本吻合。

省林业厅还提出， 将通过扩大城市绿

化用地等措施来凸显林业的绿色治霾功

能。另外，四川还将首先在雅安、绵阳平武

探索建立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 并希望最

终覆盖大熊猫活动的6个山系。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实习记者 李秀明

风来了雨到了 雾霾赶跑了

截至今晨零时，成都市区平均AQI已降为99，空气质量转为良

记者揭秘

城市空气质量报告是如何出炉的？

绿色治霾

今起连降3天温

添衣保暖莫大意

未来三天成都将迎来

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日

平均气温 将 累 计 下 降

4~6℃， 并伴有4级左右偏

北大风， 今天白天还有些

小雨。 冷空气和降雨的来

临对雾霾有明显的驱散作

用， 成都空气质量今天会

比昨天有所提高。 今天白

天，广元、绵阳、德阳、成

都、雅安、眉山、乐山、宜

宾、资阳、内江、自贡11市

阴天有小雨，局部有中雨，

盆地其余地方阴天有小

雨，部分地区有中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今

日

成都

小到中雨转阵雨

16℃～20℃

偏北风

2~4

级

明

日

阴转多云

15℃～17℃

偏北风

2~4

级

交通关

系百姓的日

常出行，是最

重要的民生

服务行业之

一。公交车是

城市交通的命脉， 是大多数市民出行的首选。

但由于堵车、交通事故等原因，“等公交”的无

奈和纠结让很多人深受困扰。为让市民轻松掌

握公交实时动态，成都市公交集团已正式推出

官方便民移动应用“巴适公交”，老百姓只要下

载并使用“巴适公交”，就会自动定位用户位

置，并提供最近站台的线路信息，从线路详情里

还可以查看最近的三四辆公交车的实时位置，

误差不超过10秒。目前，“巴适公交”已涵盖成

都11000多辆公交车的实时动态。 除手机查询

公交实时信息外， 成都还为市民提供了网站、

电子站牌等多种形式的智能服务。

交通运输行业：创新服务 便利出行

10

月

10

日 第

2

版

国际大师设计的成都公交站台创意主题馆效果图

10

日许多市民戴着口罩出行，电视塔下，一名市民戴着口罩在等红灯 摄影记者 刘海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