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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成都超女
后果很严重
柯以敏已被取消评委资格

“为人师表”，大家都知道。可是坐在
超女评委席上的柯以敏，却对着一位选
手说出：“那就不要唱了，滚吧！”这样过
激的言语，引发了网友极大的反响。成都
商报记者昨日联系上视频中的成都女孩
吴柳林，她大气地表示没有必要追究。随
后，2016超女主办方芒果TV发出声明，
称取消了柯以敏评委的资格。而柯以敏
昨晚也在微博发布视频，向吴柳林道歉。

昨日，网上爆出一段2016超女海选
现场的视频，一位女选手在台上称“得了
重感冒”，评委柯以敏立马打断她的话，
当场喊出：“那就不要唱了，滚吧！”此视
频一出，迅速引发公众热议。随后，记者
通过微博联系上了人在南京的成都女孩
吴柳林，她并不愿意对此事做过多的描
述。“当时的情况就像视频上一样，我觉
得自己心态还好吧，从容应对。”

对于柯以敏喊出“滚吧”，吴柳林的
回答也非常平静，“我毕竟是选手，她是
站在评委的立场，我肯定要尊重她，所以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我觉得事情过了就
过了吧，没有必要去追究了。”吴柳林告
诉记者，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女孩儿，“纯
属意外参加的，我喜欢舞台，但是不热衷
选秀，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谢谢！”

紧接着，2016超级女声主办方芒果
TV对柯以敏骂选手一事做出回应，称从
即日起，停止对当事评委（柯以敏）在赛
事中的邀约。昨晚，柯以敏在微博以视频
方式向该选手道歉：“最近在某一档网络
选秀歌唱比赛中，我对一个怀着音乐梦
想的孩子说了很不适当的言论。在此，我
要郑重地向她道歉。”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熊颖

赏欧风购欧货
樱花节“爆款”商品发布

除了赏樱，园区内精心打造了多
样主题体验观赏区。如“蓉欧班列·欧
洲生活品鉴展”“欧洲主题花雕”、“樱
花工坊”“进口车展”和“樱花美食汇”
等等，好耍简直就不摆了。

随着“蓉欧快铁”的开通，中国
西部实现了青白江国际铁路港与欧
洲无缝链接的双向沟通交流。为了
让游客在家门口体验到欧洲风情，
第七届樱花节也特别以欧洲元素为
主题，组委会将凤凰湖全园以赏樱
为中心，增添了郁金香、三色堇、冰
岛虞美人等丰富花类，更有彩虹弯、
天鹅湖、荷兰风车等欧洲主题花雕，
打造立体花海，赏樱并赏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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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组委会发布了本次樱花
节销量最高的前三名的“爆款”商
品，让大家买的心里有数。第一名，
丹麦皇冠曲奇（饼干）。丹麦人喜爱
曲奇源自他们古老的家庭传统，现
在很多受欢迎的传统丹麦曲奇配方
被保留下来，传承至今。这款来自丹
麦的曲奇，在市内超市售价一般为
120 元/盒，还是 400 克出头的重量。
在樱花节卖得这款 900 多克，才 80
元/盒的售价；第二名，德国卡力特
（酷者）黑啤。严格按照德国 1516 年
制定的啤酒纯净法精心酿造，具有
纯麦芽和酒花的巧克力香味。这款
桶装黑啤在不少进口食品超市都有
销售，售价都是过 200 元的。在樱花

节，这款啤酒只卖100元；第三名，好
待客樱桃果肉果汁。这款从波兰进
口的樱桃果肉果汁，全都是从樱桃
中榨取的，口感十分新鲜。这样一款
包含维生素、包含樱桃香味的果汁，
在进口食品超市的售价在 45~60 元
之间，樱花节现场也仅卖20元/盒。

浪漫赏花
“樱花仙子”留倩影

樱花盛开之时，叶少花多，如云
似霞，放眼望去尽是粉红一片，走进
凤凰湖，让人不由想起《桃花源记》
中的文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日本晚樱、日本早樱、大山樱、
云南樱花、山樱花、毛樱花、重瓣白
樱花、重瓣红樱花、白樱花、丽樱
花、垂枝樱花等上百个品种，沿凤
凰湖边大面积栽种，颜色有白、粉、
玫瑰等多种色调。在樱花大道、哥
特广场、湖景一号沿线作为重点赏

花区进行了集中布展。樱花大道上
种植最多的是重瓣红樱花，现在已
经完全开放，清明节正好可以看到
早樱盛开和晚樱初开的场景。到了
夜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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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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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春暖花开，许多摄影爱好

者纷纷赶到青白江凤凰湖拍樱花。
凤凰湖引来了更多的游客来此赏樱
花、拍美照，其中不乏一些影楼过来
为顾客拍摄写真。就在前几天，一组

“戏曲萌娃”的照片在网络广泛流
传，在这组图片中，两个小女孩演绎
了《游园惊梦》《白蛇传》《黛玉葬花》
等经典戏曲桥段。此外，还有不少美
女打扮成“樱花仙子”，在凤凰湖畔
定格刹那春光里的美丽容颜，不再
辜负了樱花的绽放。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全省公交司机或将持证上岗

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丹）四川全省
城市公交车司机可能将持证上岗。成都
商报记者1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网
站获悉，《关于对城市公共汽车运输驾驶
员实施从业资格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已送至各市（州）运管处（局）和成都
市交委公交处。

根据意见稿，各市（州）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每季度将组织一次城市公共汽车
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申请参考的
人员不能超过60岁，且取得相应的机动
车驾驶证1年以上，3年内无较大以上交
通责任事故，最近1个记分周期内无交
通违法记满12分的记录。

6月5日前全省市州
要发布三天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商报讯（记者 谢佳君）昨日，省
政府网站公布《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实施细则2016年度实施计划》。

《计划》明确，2016年全省可吸入颗
粒物（PM10）年均浓度比基准年下降8%
以上，重污染天数有所减少。其中，成都
2016年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
目标是小于100.5微克/立方米。成都将
在年底前淘汰所有“黄标车”。

《计划》明确，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
前，正式对外发布21个市（州）人民政府
所在地城市未来三天的空气质量预报信
息，初步建成全省城市空气质量预报预
警体系。

小长假 到青白江买进口欧货最后疯抢

清明小长假正式赏最美樱花的绝佳机会清明小长假正式赏最美樱花的绝佳机会。。浪漫的樱花浪漫的樱花，，帅帅
气的宋仲基气的宋仲基““同款同款””保安保安，，原汁原味的欧洲风情原汁原味的欧洲风情，，正宗的欧洲商正宗的欧洲商
品……在青白江樱花节都可以一网打尽品……在青白江樱花节都可以一网打尽。。青白江区拥有目前西青白江区拥有目前西
部地区最完善的铁路货运设施体系部地区最完善的铁路货运设施体系，，已全方位打通新丝绸之路已全方位打通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铁水经济带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铁水、、铁海铁海、、公铁多式联运通公铁多式联运通。。本次本次
第七届成都第七届成都··青白江樱花旅游文化节搭上青白江樱花旅游文化节搭上““蓉欧蓉欧++”“”“中亚中亚++””的快的快
车车，，为广大游客带来了大批进口欧洲商品为广大游客带来了大批进口欧洲商品。。关键是这些都是百关键是这些都是百
元以内的精品好货元以内的精品好货，，全都是白菜价全都是白菜价。。赏花的同时赏花的同时，，还能买到欧洲还能买到欧洲
直送的实惠货品直送的实惠货品，，快来青白江凤凰湖来亲自体验快来青白江凤凰湖来亲自体验吧吧！！

去年11月1日，国家邮政局启动
快递实名制登记，但由于快递企业执
行的压力、客户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
担忧等原因，这一制度的彻底落实走
得并不那么顺当。经过数月的反复研
究，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四川省邮政
管理局证实，4月1日起，四川已开始
全面实施快递实名制，并通过严格明
确操作流程的方式将此规则“逗硬”。

据悉，从4月1日起，在四川省范
围内寄发快件，快递员须确认寄件人
身份、寄送物品是否符合规定后，在快
递单上完成盖章、拍照上传系统，方可
完成揽件。如果寄件人不配合快递员
的验证要求，快件有可能被拒收。此
外，没有完成盖章、拍照流程的快递，
也将被视为问题件，不得派送。

小件物品寄送须“三检”

为落实快递实名制登记，近日，四

川省公安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和四
川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发文，要求全省
所有物流、邮政、快递企业和货运单位
从4月1日起，严格执行三检制度。

据介绍，所谓三检 100%，是指
100%寄递实名制、物品100%先验视后
封箱、100%X 光机安检。省邮政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一个月的整
顿，三检制度已全面进入实施阶段。

从 4 月 1 日起，快递员在四川省
内揽件时，必须要完成三个步骤：第
一步，寄件人须向快递员出示身份
证，快递员核对寄件人身份信息后，
在快递单上盖验证章确认；第二步，
快递员对寄送物品进行检查，确认没
有危险、违禁物品后封箱，并在快递
单上盖验视章确认；第三步，两章齐
全后，快递员还必须完成对快递单及
印章的拍照，并上传 e 通 APP。“这样
才能算揽件成功”，省邮政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快递企业执行不力最高罚50万

据悉，快递员完成前段揽件后，快
递物品进入快递公司分拨中心后还必
须逐一接受X光机检查，“部分地区甚
至需要过两次X光机的扫描安检。”

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寄快递不提供身份证、拒绝快递
员核实身份信息，以及不配合快递员
开箱开袋检查寄送物品的“抗拒行
为”，快递员要坚决拒绝接收此快件。

如果快递企业不按“三检”要求
违规接收快件的，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企业将被处以10万~50万元不等
的罚款。

此外，如果没有盖齐身份验证章
和物品验视章的快件及包裹，将被视
为问题件，不得予以派送，同时相关部
门将进行二次拆封查验，确认安全合
规后，二次封装并重新进入投递流程。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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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供给侧改革“17条”出台
鼓励弹性工时 房企出租存量房可给予奖励

4月1日起快递实名制在四川全面实施

先验身份再验物品 双章不齐不给派送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城
西走访了多家快递网点，他们
均表示已收到通知，很多网点
还把《四川省寄送物流企业责
任告知书》贴门口。不过记者也
发现，各家快递公司快递员对
办理收寄业务时出示身份证的
要求，执行力度并不太一样。

采访中，记者试着寄送一
瓶液体面膜。一位韵达快递员
在查验之后，要求记者出示身
份证，并且打开包装查看，但记
者表示并没有携带身份证。该
快递员又问是否有其他证件比
如护照、驾驶证等，在得到否定
答案后，其还是拿出运单，让记
者在运单上写下身份证号，记

者发现运单上已经盖好了验视
章和验证章。还有网友称，昨日
在寄送文件时，快递员同样没
有检验身份证就寄送了。

有快递业内人士向成都商
报记者坦言，此次实名制新规
给快递企业和员工增加了一定
的压力。比如，现在竞争这么激
烈，如果看到衣物、文件之类比
较安全的用品，寄件人忘带身
份证不大可能被拒单。

需要指出的是，e通App目
前只有安卓系统可以使用。而
快递员在揽件时，每个快件都
要拍照上传，都希望找到有无
线网络的地方，不然用数据流
量的话，会增加一定的费用。

新政首日执行力度不一
部分文件寄送并未出示身份证

记者
探访

制图 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