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度十大新力量
井柏然、熊焱、TFBOYS组合
提及率最高

相比首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本届
新增加了活跃在文艺圈的新力量评选
——2015年度十大新力量。

在影视明星中，井柏然因为主演《捉
妖记》《失孤》两部热门电影，获得读者推
荐提及率最高。紧随其后的是，因《捉妖
记》《逆转之日》《赏金猎人》《何以笙箫默》
等多部作品活跃影视圈的钟汉良。排名第

三的是大鹏，其主演兼导演的电影《煎饼
侠》票房高达11.57亿。随后是沈腾、吴亦
凡、鹿晗。

在作家诗人群体，80后新锐诗人熊焱
因为诗集《闪电的回音》赢得好口碑，暂列
读者推荐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很多人
并不认识的黑马——简媛，数千读者推荐
了此人及其新书《空巢婚姻》。紧随其后的
是青年作家沈煜伦、张皓宸、苑子文&苑
子豪。

在音乐明星中，TFBOYS组合的读者
推荐提及率最高，其次是好妹妹乐队、李
荣浩、谭维维。

2015年度十大成都文化场馆
杜甫草堂、省图书馆、许燎源博物馆
提及率最高

方所书店、言几又书店、四川省图书
馆新馆、成都万达影城锦华店、峨影1958
电影城、成都百丽宫影城（太古里店）、成
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
四川美术馆、成都市美术馆、成都蓝顶美
术馆、岁月艺术馆、诗婢家美术馆、清源际
艺术中心、红美术馆、域上和美艺术馆、大
观艺术馆……提到2015年最受成都商报
读者熟悉和欢迎的文化场馆，这些一定都
绕不过去，从目前几个渠道获得的推荐提
名名单来看，省图书馆因为新开放，高端

文艺的格调最受读者推崇，许燎源现代设
计艺术博物馆、岁月艺术馆和大观艺术馆
等，因其在行业里的影响力和展览的多样
化被业内看好，同时，成都永陵博物馆因
为闭馆一年多后重新开放，深得老成都们
的推荐，加上去年票房消化最多的成都万
达影城锦华店电影院和颇具文艺范的峨
影1958电影城，都得到了票数不少的提名
推荐。截至昨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在
市民读者推荐提及率排名第一。

2015年度艺术家：
许燎源和徐冰争夺第一

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徐冰
在2014年主动卸下副院长担子，转而担
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2015
年的作品和创意颇为活跃，大型装置作
品《凤凰-2015》去年5月亮相威尼斯双年
展主题展，再度引起国际艺术界的广泛
关注。12月，他的首部文集《我的真文字》
出版，收录其自上世纪90年代迄今撰写
的文字二十余篇。在本次口碑榜的读者
推荐中，一些由央美毕业、目前在成都各
美术馆工作的艺术类白领读者都不约而
同地推荐徐冰，一位专业读者表示，徐冰
的多件重要作品去年在国际上获得颇多
赞誉，其文集的下辑“关于作品”还专门
收录了《天书》、《动物系列》、《英文方块
字》、《文字写生》、《背后的故事》、《地书》

等艺术作品的创作笔记，首次道破当代
艺术生成的来龙去脉，徐冰自己也说，

“这些文字看下来，就像看了一遍个人
‘回顾展’。”“去年他还有一部根据监控
视频制作而成的实验性电影《蜻蜓之眼》
出炉，在艺术的各个方面展示出全面而
多样化的才能，作为文集的出版，又能帮
助艺术迷和行业人士了解当代艺术，
2015年的年度艺术家，徐冰是理所应当
入选。”这位推荐读者在“一句话推荐”里
这样说。

成都本土艺术家许燎源，其在2015
年不单有自己的几个大型个展（包括设
计展、“物感主义”2015作品展、设计衍生
品体验展）等推出，还利用许燎源现代设
计博物馆的场馆、学术等优势，为众多艺
术家、艺术机构和艺术院校等举办了多
场高水平、全景式的展览，在成都，一句

“周末去许燎源博物馆喝茶”的话在本土
艺术圈颇为流行。2015年，颇受本土艺术
家、艺术院校师生和艺术媒体关注的许
燎源，在口碑榜收到的多个推荐提名名
单里被反复提及。

在读者推荐排名中，艺术家周春芽因
2015年10月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两
年来的重要规模个展，91岁的国画家黄永
玉因时隔36年再画生肖猴票，庞茂琨接替
罗中立担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也获得较
多读者推荐。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资阳警方通报：
警车与轿车相撞 两警察不幸遇难
另7名队员受伤，轿车司机轻伤，伤者已送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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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运时间为1月24日至3
月3日，共40天。昨日，成都市交委召
开成都市交通行业2016年春运暨安
全工作会，据预测，春运期间，预计成
都市旅客量与去年基本持平，客流总
量将达29890万人次。

据介绍，春运期间，中心城区各
汽车客运站、华阳、龙泉、郫县、双流
客运站全面实现联网售票，中心城
区各汽车客运站同步开通电话订票

服务功能，春运期间汽车票预售期
10天，照此计算，今日就可以购买春
运首日的汽车票了。中心城区各汽
车客运站和330个红旗超市29家利
安电超市、6家西南铁旅火车票代售
网点、49家邮政代售点、1891家邮政
便民服务点以及8家个人代理网点
全面联网售票，对务工人员、学生提
供预订往返票务。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东客站道路纵横交错、容易迷路
的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深受市民诟病。
昨日，成都交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通过东客站微信平台，正式推出东
客站区域地图指引功能，通过手机输
入编号找车位，解决迷路问题。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登录平台看
到，该平台由地图指引、停车位查询、
长途客运、公交线路、车票购买、航班
查询等几大功能构成。对于东客站容
易迷路的问题，该平台有一个东客站
区域地图指引功能，点开后，一个汇集
了东客站地下出站层、站台层、候车
层、地下一层、地下二层等区域的立体
地图呈现出来，“方便乘客了解东客站
区域内整体布局，快速找到自己所在

的位置，便于规划前进路线。”工作人
员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司机曾经反
映过难以停车的问题，平台推出了一
个“停车位查询”的功能。工作人员介
绍，将东客站地下停车场的车位分布
以平面图和车位编号的形式，显示在
用户手机上，在用户停车后可以在手
机上选择当前自己所停的车位编号，
该车位的状态显示为锁定，取车的时
候通过手机查询到自己停车的车位编
号，就可以轻松找到停车位了。成都商
报记者操作后发现十分简单，点击选
择广场、输入车位号码后，就可以通过
系统立即查询。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食美药安 放心四川 用鸭肉冒充牛羊肉
绵阳2人被捕

2015年1月13日，绵阳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在组织全市食药监管系统开展食品
药品安全交叉执法检查发现，绵阳市耀
顺食品有限公司涉嫌用鸭肉作原料，生
产“风味肥牛卷”。绵阳市、涪城区两级食
品药品监管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生产现场
进行核查。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组织生
产，现场发现厂房内存有耀顺牌“风味肥
牛卷”、“风味羔羊卷”400克规格9890袋、
275克规格1240盒、200克规格800袋，无包
装条形冻肉496条；在内包装间发现疑似
禽类冷冻肉原料及加工成肉卷的半成
品。根据现场情况，执法人员立即对该公
司生产原料、产成品等进行了查封。
经立案调查，绵阳市耀顺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3年并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2014年6月，为降低生产成
本，该公司在牛肉、羊肉内以掺杂鸭肉的

方式生产耀顺牌“风味肥牛卷”、“风味羔
羊卷”，产品销售至绵阳市个别县市，共
查封耀顺牌“风味肥牛卷”、“风味羔羊
卷”400克规格2643袋、500克规格16袋，查
实已销售耀顺牌“风味肥牛卷”、“风味羔
羊卷”4358元。后经司法鉴定，绵阳市耀
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22个批次耀顺牌

“风味肥牛卷”、“风味羔羊卷”均不含牛、
羊肉成分，涉案金额18万余元。

2015年7月13日，经绵阳市涪城区
人民检察院批准，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
分局依法对该案2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
逮捕。目前，该案已经进入起诉阶段。等
待犯罪嫌疑人的将是良心的谴责和法
律的严惩。

荷花池中药材市场建检验室
引进视频监控

“白酒小作坊滥用甜蜜素现象较为
突出，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去年初，四
川省食药监局经过风险抽检研判，得出

了这样的结论。结合这一研判结果，从去
年2月起，省食药监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
的全省白酒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共查处
违法违规生产经营户1901家，立案786
起，取缔“小灶酒”、液态酒及滥用甜蜜
素等生产经营小作坊193家，有力净化了
川酒市场。

同样结合风险抽检及飞行检查结
果，去年我省还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中药
材中药饮片专项整治，重点整治私切滥
制等非法加工、变相生产中药饮片、超范
围经营及挂靠、走票、制售假劣中药材和
中药饮片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中药材中
药饮片生产经营方面的违法行为立案查
处959件，结案434件，其中移送公安机关
的有21件，罚没金额260余万元。

成都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食药监局稽查总队对中药材专业市场
共立案并结案9件，罚没总金额8744.8元，
另移交金牛区市场局立案调查12件。金
牛区市场局共立案62件，结案61件，罚没

110780.67元。“去年10月，接到群众举报
后，药品（中药材）支队打击了一个非法
中药饮片加工窝点，涉案中药材，中药饮
片6万kg，初步估计货值金额100余万元，
正在立案调查中。”

据记者了解，为保障整治成果发挥
长效作用，市食药监局联合相关部门在
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设立药材标本
室、检验研究室并引进视频监控系统加
强监管。

在严打重处的同时，一系列稽查执
法长效机制正不断建立完善。四川省食
药监局探索完善了检查、抽检、查案、督
查、舆情监测“五管齐下”监管法，制定
了有奖举报、案卷评查、执法规范、两法
衔接等管理办法，建立了重大复杂案件
报告、重大复杂案件挂牌督办、稽查执法
巡查、行政案件信息公开等制度，完善了
执法管理、监督制约、协调配合、考核评
价制度体系，大大提升了我省稽查执法
水平。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一瓶护肝片成本价就达3元以上，但中标价却只
有2.81元。这背后有何蹊跷？近期，成都天银制药生
产的护肝片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经调查，该企业护
肝片原料存在造假情况。监管部门要求其迅速召回
所有批号护肝片，并作出了收回企业药品生产许可、
罚没900余万元的处罚决定。

这是全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严查重处食药违法
犯罪行为的一个缩影。仅2015年，全省共查处
20635件案件，开展了白酒质量安全、中药材中药饮
片、冷冻肉品、银杏叶提取物、非法添加罂粟壳、蜜饯
等专项整治行动，查处20635件，没收物品货值金额
1397.39万元，罚没款10734.1万元，取缔无证生产
经营585户，捣毁制假售假窝点30个，以铁腕整治牢
牢守住了川内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四川省铁腕整治食药违法 保川内群众舌尖安全

2015年，四川省查处20635件食药违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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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口碑榜首次推荐新力量
井柏然、熊焱、TFBOYS提及率最高

刚刚过去的2015年，有哪些艺术
作品打动了您？这些艺术作品又是哪些
艺术家带来的？有哪些文化场馆是您心
目中的最爱？2015年涌现了哪些文艺
圈的新力量？正在举办的“第二届成都
商报读者口碑榜·2015中国文艺年度
作品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读者推荐环
节，读者推荐的艺术家没有想象中“高
冷”，而本届新增加的2015年度十大新
力量、2015年度十大成都文化场馆两
项子榜单读者推荐更是堪称火热。到底
是谁会入围2015年度人物年度作品？
本周日大周末的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
口碑榜特别报道，将为您揭晓答案。

昨日下午，资阳城区遂资眉高速公
路连接线一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印有“特警”字样的警车与一辆轿车发
生碰撞，事故致使2人死亡、8人受伤，其
中2人伤势较重。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进
一步调查中。

昨日20时许，成都商报记者前往事
故现场发现，现场位于遂资眉高速公路
连接线与纬七路交汇处，距遂资眉高速

资阳东收费站不远。由于事故现场附近
比较偏僻，现场未能找到目击者。随后，
成都商报记者在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发现，已有伤者家属赶至医院，
并有民警守候在现场，伤者家属也不愿
接受采访。

据资阳警方昨日18时许的通报，1月
14日14时许，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
特巡警大队副中队长杨科率领12名队

员，驾驶16座巡逻警车执行勤务工作。当
警车行至雁江区宝台镇飞虹村十社江家
沟遂资眉连接线与纬七路交汇处时，与
一辆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巡逻车上人员
杨科、张训超不幸遇难，另7名队员受伤
（2名重伤、5名轻伤），轿车司机轻伤。目
前，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之中。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成都东客站停车易迷路
今后可手机输编号找车位

春运首日汽车票今开卖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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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事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