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何鹏飞 美编 董黎 欧鹏 校对 诗雯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花开正好
夜晚也可赏樱

春风被广堤，复值蛮花开，三月雨声细，
樱花疑杏花。现在已经进入了樱花烂漫的季
节，想要一睹此番美景，不必远赴日本，来成
都青白江凤凰湖旅游度假区，给你一个浪漫
的樱花视觉盛宴。

凤凰湖旅游度假区内，一期、二期的樱
花全部进入盛花期，园内数十种不同品种，
共计2万株樱花次第盛开，满树烂漫，如云
似霞。在一期和二期之间，组委会安排了赏
樱观光车和租赁自行车供市民乘坐，沿着设
置的骑行绿道，这里不仅可以赏花，还能观
赏到湖水与樱花相映成趣的美景。

首次开放夜赏樱花，主办方也是下足了
工夫，由于樱花不能用热光源照射，本次樱
花大道上均铺设定制的冷光源灯光，并特聘
具有丰富经验的厂家和灯光师现场反复调
试，耗资近200 万，最终让樱花大道呈现出
绚烂、魅惑的赏樱夜景。走入樱花大道，夜色
里的樱花相比于白天更多了一丝圣洁孤傲。

但在星星点点的灯光下，樱花便与那凤凰湖
中的波光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流光溢彩华
美动人的“夜樱”巨作。

活动丰富
欧洲风情表演

在凤凰湖四周以及高山流水经典，一束束
酷炫的激光正划破浪漫夜空，用多元空间表现
出梦幻的激光影像和绚烂夺目的光影效果。这
便是这次樱花节的重头戏，激光秀。主办方以
游客常规游览线路和观赏效果为标准，在凤凰
湖大门广场、丹凤白鹭、高山流水、赏樱阁四个
点位分别设置了激光灯组，与夜樱灯光共同构
成本届“夜樱灯光秀”。据了解，本次激光灯组覆
盖了湖面、喷泉、山石水雾，围绕湖心夜游园区
将观赏到立体灯光秀效果。

除了赏樱，节会期间各类活动精彩纷
呈。据悉，每天园区里有夜樱灯光秀、蓉欧班
列·欧洲生活品鉴展、樱花工坊多肉植物展、
樱花美食汇等固定活动，周末还有欧洲风情
表演、樱花工坊文创集市。

同时，特别邀请了来自东欧的表演者，

进行定点表演。在哥特广场区域举办“蓉欧
班列·欧洲生活品鉴展”。现场以欧式橱窗、
洋人街下午茶、浪漫马灯、红酒庄园、梦幻风
车、胡桃匣子童话镇，营造了鲜活的欧洲街
区，而来自蓉欧班列的正宗进口啤酒、饮料、
饼干等商品，也在这里以意想不到的实惠价
格销售，配上进口红酒品鉴、醇香咖啡、精彩
的欧洲风情表演，让你恍若置身欧洲。

在园内的樱花工坊里，举行有绿色多肉
植物展。小长假期间，樱花工坊内的手工皮
具、DIY樱花棒棒糖、黏土工艺等组成的文
化集市也会精彩继续。

樱花直通车
送你直达花海

小长假期间，随着樱花进入盛花期，前
去青白江凤凰湖赏樱的游客势必增多。为方
便广大游客前往景区观光游览，本届樱花节
期间，每周六、周日及清明小长假开通樱花
节景区直通车，可以直达凤凰湖景区，方便
您赏花、逛欧洲风情商品展。

直通车咨询电话：400-875-3330。

在青白江赏粉色春天 看遍樱花美景
抛下繁忙的工作，在清

明小长假期间，沐浴着和煦
的春日阳光，带上愉悦的心
情去赏花吧！小长假期间，第
七届樱花旅游文化节正值盛
花期。园内数十种不同品种，
共计2万株樱花次第盛开，满
树烂漫，如云似霞。特色夜樱
揭开神秘面纱，在各色灯光
映染下，粉色的樱花将呈现
不一样的色调和风情，这也
是成都地区首开先河的春季
赏花新招。亿万朵唯美樱花
华丽展现，更大规模、更多品
种、更美感受，等你来看。

赏樱攻略：
门票信息
1、普通票：40元/张；
2、半票：20元/张（持学生证的全日制大学本科

及以下学历学生）；
3、免票对象：身高 1.3 米以下（含 1.3 米）的儿

童，60岁以上持老年证的老年人，持有效证件的军
人，持残疾人证及持导游证的相关人员。

自驾路线
1、成都-成绵高速-青白江出口-凤凰湖生态

湿地公园
2、成都-成金青快速通道-青白江-凤凰湖生

态湿地公园
3、成都-成南高速-清泉镇出口-桂红路-青白

江-凤凰湖生态湿地公园
公交路线
成都梁家巷车站-青白江客运中心-6路公交-

凤凰湖生态湿地公园
高铁路线
成都东站-青白江东站-10路公交-凤凰湖生

态湿地公园
(文/董馨 图/刘杰)

乘车地点：
成都市区乘车：地铁4号线二医院站C出口外
凤凰湖景区乘车：景区正门口停车场
发车时间：去程9：00，返程15：00
票价：门票+去程车费套餐48元、单程车费15元。

重要提示：
为保障游客有序

出行，请至少在出发前
1日预订。扫描右方二
维码即可预订

晚上赏樱另有美感

青白江凤凰湖樱花进入盛花期 樱花夜景

67134户四川企业注意了：
“黑名单”来了
严重违法企业将被联合惩戒！

今后，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
行年报相关义务的，或是组织策划传销、发布虚假广
告多次受到行政处罚等，都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黑名单”），实施重点监管。

昨日，记者从省工商局获悉，《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将于4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意味
着目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67134户四川企业（含
农专社）如不及时履行信息公示义务并申请移除，满
三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就将进入“黑名单”。

据四川省工商局企业监督管理处处长田培友介绍，
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仍未履行义务而被列入

“黑名单”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
他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已经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的，企业应当办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
登记。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工商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同
时，进入“黑名单”企业失去“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资
格，不被授予相关荣誉称号。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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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至都江堰高速 预计今年开工

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丹）G0511线德阳至都江堰
高速公路预计于2016年初开工，2019年初建成通车。
成都商报记者 3 月 31 日从成都市交委官网获悉，
G0511线正进行第二次环评公示。

该高速主线全长91.25公里，根据公示，G0511线起
点为德阳境内黄许镇附近的成绵高速公路，与成都经济
区环线高速公路德阳-简阳段起点顺接；终点为都江堰
境内G0511线与都汶高速公路衔接的玉堂南枢纽互通，
与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路蒲江-都江堰段终点顺接。
该高速将有一段与都汶高速公路共线，都汶高速将加宽
扩建为八车道高速公路，新增天府互通，连接IT大道。

成都境内已有466种鸟类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秀明）成都观鸟会的专家和
观鸟爱好者耗时一年，对成都鸟类的历史数据进行了
整理，并结合近十余年来的观鸟记录，整理编撰了《成
都鸟类名录1.0》，根据“名录”，目前成都境内已知分
布有鸟类 20 目 78 科 466 种。而此名录在今天（4 月 1
日）的四川省暨成都市第35届“爱鸟周”正式发布。

本名录从成都的自然概况说起，梳理了成都鸟类
研究、统计的历史和成果，提出成都是“中国大陆现代
观鸟发源地”的观点。依据最新评估，本名录中有73
种鸟类被评估为近危及以上等级，占总数的15.7%，即
区内每10种鸟类里面就有超过1种的生存状况正在
受到威胁。其中，青头潜鸭目前全球总数量估计仅约
1000只，是目前成都濒危等级最高的鸟类。

昨日，新西兰著名奶粉品牌可
瑞康（karicare）在中国市场停售的
消息引爆了舆论。有意见认为退出
是因为国内该品牌假货太多，也有
人说跟我国将推出的奶粉新政策
有关，可瑞康品牌的持有者达能纽
迪希亚（Nutricia）在做策略调整。

昨日下午3时许，成都商报记
者联系上了达能纽迪希亚中国对
外事务经理张昀女士。她说，公司
已经针对假货谣言发表声明。“达
能纽迪希亚公司决定停止向中国
市场官方进口新西兰 Karicare 可
瑞康金装系列产品。这一调整将
让公司专注于在中国发展诺优能
和爱他美等品牌。”声明中在后面
强调，“这是一次正常的商业策略
调整，与所谓假货的谣言没有任
何关联。”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王雅林 实习生 尹沁彤

今日下午将迎清明出行高峰
如何避堵？尽量绕行

洋奶粉可瑞康宣布
退出中国市场

近郊公墓道路交通提示

●磨盘山公墓、石岭公墓 可
通过川陕路进入天岭路、蜀陵路
单向前往各公墓。离开公墓则经
由天岭路进入川陕路，或者经石
岭环线单向进入熊猫大道。

●金沙陵园 可通过锦华路经
锦江大道前往，进出城车流量可通
过驿都大道绕行；前往金沙陵园可
经成自泸高速辅道行经中胜路左
转，行驶2公里即可到达。

●长松寺公墓 前往可经成
简快速路至长松寺出口出匝道
到达长松寺。

●燃灯寺公墓 成渝高速
路-城环路往洛带方向；成洛大
道-城环路与五洛路交叉路口-
城环路。

清明三天假期即将到来，期间祭祀
扫墓活动频繁，外出踏青、城市周边自驾
游流量增多，出行安全压力增大。为此，
成都交警昨日向社会发布出行攻略，交
警部门预计4月1日下午、4月2日上午，将
迎来自驾游外出车流汇聚的现象；4月4
日下午和晚间，将出现返程车流汇聚的
状况。请驾驶人避开出行高峰时段，多备
选一条线路，以免耽误行程和时间。

高速公路
易拥堵段及绕行线路

一、G5京昆高速成雅段：成雅高速
成都至青龙段

1、遇高峰期，从成都出发的车辆可
选择邛名高速绕行；也可选择成新蒲快
速路，到蒲江上高速。

2、成都到乐山方向的车辆可选择

大件路至双流、新津上高速。
3、往成都方向遇成都至青龙段拥堵

时，请选择新津站、双流南站提前下站。
走成新大件路、成双大件路往成都。

二、G5京昆高速成绵段：成绵高速
青白江至新都北路段

1、遇高峰期，从成都出发的车辆可
选择成绵复线高速通行；也可以选择成
（金）青快速通道，至青白江再上高速。

2、从绵阳方向返程的车辆选择青
白江，或新都北站下高速从成（金）青
快速通道返回成都。

三、G42沪蓉高速成南段：成南高速
成都至义和路段

1、遇高峰期，经成南高速前往遂宁、
南充方向的车辆，可选择从成金快速通
道，经金堂到淮口再上成南高速。

2、从成都上成德南（成巴）高速，可选择
通过成金青快速通道到金堂再通过金堂收

费站上成德南高速。
四、G76厦蓉高速成渝段：成渝高速

成都至龙泉湖路段
1、遇高峰期，从成都出发的车辆可

选择成简快速通道绕行，也可走成龙大
道上成简快速通道至石盘站上高速。

2、往成都方向的车辆，可从成渝高
速石盘站下高速上成简快速通道往成都
方向。

五、S4成自泸高速：成自泸高速成都
至文宫路段

1、遇高峰期，成都出发经天府大道、
老成仁路到仁寿上高速前往自贡方向，
泸州、自贡的车辆在成自泸高速宝飞或
仁寿站下高速，经老成仁路返回成都。

2、成都站出站车流量大时，可选择
大林站、兴隆站，从老成仁路、双流锦绣
东山快速通道到成都。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昨 日 下 午 5 时 20 分
许，自贡市自流井区郭家
坳一建筑工地内的一口灌
桩井侧墙发生垮塌，两名
正在井内作业的工人瞬间
被埋在井下。七时许，成都
商报记者赶到现场，现场
拉起警戒线，公安消防正
在实施救援，120救护人员
也在一旁等待。

经过当地公安消防部
门连续 6 个多小时的紧急
救援，当晚 11 时 30 分许，
第一名被困工人被成功救
出；11 时 50 分许，第二名
被困工人也被救出。二人
奇迹生还。目前，二人已送
医院进行救治。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两工人被埋六小时 紧急营救奇迹生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