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昌泸山景区的那群顽皮的“大
师兄”又伤人了。9月23日，西昌一名
12岁的初一学生小杰在回家途中，遭
到泸山猴群的围攻，六七只大猴子扑
向他不断抓咬。小杰头部、手臂等全
身10多处被咬伤，只能住院治疗。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景区获
悉，2015年，泸山猴子伤人的事件达
到160多起，为解决猴患，经省林业
厅批准，捕捉100只猴子送到外地。
然而，猴子减少了，但伤人数仍居高
不下，景区表示今年底再捕捉110只
分流，重点把伤人的10只顽猴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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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角色
■初一学生小杰回家途中遭猴
群围攻，幸得3名民工施救脱险。
■“从长期观察及伤人情况来
看，主要是10余藏酋猴、平顶猴
在伤人。”

抓重点
■虽然去年分流了100只猴子，
但是这些猴子并没捕捉到。
■今年将再次申请分流110只，
重点是把经常伤人的10只送走。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6263期 排
列3中奖号码：110，全

国中奖注数 3942 注，每注奖额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11092，
全国中奖注数24注，每注奖额10
万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 16113 期开奖结果：前区 10、
11、17、30、34后区 03、12。一等奖3
注，每注奖金10000000元，追加0
注；二等奖56注，每注奖金149794
元，追加20注，每注奖金89876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6263期开奖结果：

489，单选 773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2016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 2016113 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19、03、21、23、26、
13、12，特别号码：06。一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1747500 元。二等奖
11注，单注奖金 22694元。奖池累
计金额 0 元。（备注：以上信息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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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行 2 7

说起泸山上的这群猴子，景区
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很头疼。

据该局旅游科负责人介绍，以
前泸山没有猴子，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为了吸引游客，林业部门从
外地引进30余只猴子，投放在泸山
上，当时猴子数量少，也仅在泸山
三教庵附近活动，的确成了景区一
道靓丽风景。

经过30余年的繁殖，2015年就
达到600余只。即便每年政府安排2
万资金对猴子进行喂养，但近年来
猴子喜欢与人亲近，伤人事件频发。

“去年伤人的事件达到 160 多
起。”据该负责人介绍，这些猴子不
光伤人抢食，还破坏山上生态，下
山扰民、偷东西等，大家对这些猴
子都是又爱又恨。景区在泸山上设
置了多块安全警示牌，安排保安提
醒，同时每年都为游客购买了意外
伤害保险，从最初的4万元，到今年
已增加到16万元，伤人赔偿由保险
公司负担。

该负责人表示，去年11月，经
省林业厅批准，捕捉了100只猴子

分流到到外地。但从登记的数据来
看，今年到目前已发生70多起伤人
事件，“效果并不明显。”

景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泸
山上的500多只猴子大部分都是猕
猴，但还有少数藏酋猴和平顶猴两
个品种。

“从长期观察及伤人情况来
看，主要是10余藏酋猴、平顶猴在
伤人。”虽然去年分流了 100 只猴
子，但是这 10 余只猴子并没捕捉
到，它们体型较大，攻击性很强，导
致猴子伤人现象依然不断，安全隐
患依然很大。

“你不去惹这些猴子，这群猴
子都要主动攻击人。”由于泸山上
没有猴子的天敌，这10余只猴子也
在山上“称王称霸”。由于猴子数量
剧增，这些猴子活动范围扩大，已
逐步跑到山下来伤人。日前，一只
大猴子跑到山脚下的西昌学院校
园里，看见一名女大学生在洗衣
店，猴子便上前去抢衣服，这名女
生伸手去抢，结果猴子将她抓咬
伤，后来她获赔4000余元。

今日 小雨
19.2℃~26.5℃ 南风1~2级
明日 阴
19.2℃~27.3℃ 南风1~2级

成都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76～138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对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
响。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
外活动。（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阴天持续
明后两日温度略升

昨日，太阳被云深深地藏起来，天
空阴沉沉的，预计今天白天云层不会
撤离，部分地方还有小雨洒落，随后两
天依旧多云间阴，温度虽略有升高，但
舒适依旧，最高气温近26℃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猴群围攻 12岁西昌学生被咬伤10多处
分流外地 泸山景区计划再捉110只猴

抓捕重点：10顽猴！

26 日，在西昌市人民医院的
外科病房，12 岁的小杰躺在病床
上，身上多处伤痕。

“这都是泸山上的猴子惹的
祸，太凶了。”说起西昌泸山猴子，
小杰的父亲吉先生仍心有余悸。

“我赶到现场时，他（儿子）被猴子
咬得全身是血。”吉先生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小杰今年读初一，就在
泸山脚下的一所中学读书，他们家
住在泸山上的博物馆。平时，小杰
都是住校，只有每个周末回家一
趟，每次都会从泸山抗战阵亡将士
纪念碑附近的那条梯道经过。

小杰说，事发时，他一个人独
自回家，手上没提零食之类的东
西。走到纪念碑附近的小道时，一
群猴子窜了出来，大约六七只大猴
子扑向他，又抓又咬，头部咬得最
凶。小杰反抗，猴子却越来越凶狠，
扑到身上撕咬。

事发现场，三名民工好心施救。

他们介绍，当天下班后，回家正好发
现小杰被猴群攻击，没有多想便上
前施救，并帮忙驱赶猴子。

余师傅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
那些猴子太凶了，一点都不怕人。
他们扔石头、找来树枝左右挥舞驱
赶猴子，“你赶它们，猴子反而更加
凶狠，反而一次次扑过来攻击我
们，还龇牙咧嘴地示威。”人猴大战
持续了 10 余分钟，猴群最终被余
师傅等三人驱走。

目前，小杰还不能去学校上
课，仍在住院观察治疗，已花费
4000余元。成都商报记者从西昌邛
海泸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获悉，小
杰是近年来被咬伤最严重的人，受
伤当天，景区方面已获悉此事，并安
排小杰到医院进行救治。“先治疗，
再拿治疗发票到景区管理局进行报
销。”而就在10天前的中秋节，成都
一名游客带着小孩到景区玩耍，小
孩的手臂也被猴子咬伤。

又抓又咬 头部咬得最凶
··遭六七只大猴围攻遭六七只大猴围攻，，成近年遭咬伤最严重的人成近年遭咬伤最严重的人
··攻击频繁攻击频繁，，1010天前成都小游客也遭咬伤天前成都小游客也遭咬伤

据该负责人介绍，到目前为
止，景区始终未能找到杜绝猴子伤
人的有效办法。经研究，今年将再
次申请捕捉分流110只猴子，这其
中重点是把经常伤人的5只藏酋猴
和5只平顶猴抓捕送走。

下一步，景区还准备在景区沿
路安装高音喇叭，提醒过往游客。目
前，景区方面已经向西昌市林业部门
打了报告，等待省林业厅的批准，预
计在今年11月再次进行捕捉分流。

景区表示，国庆假期将来临，
景区又将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希望
通过本报提醒广大游客，上山玩
耍，远离泸山猕猴，不要喂食及亲
近猴子，更不要去挑逗，以免伤人。
国庆期间，景区将加派安保力量，
沿路提醒游客。若被咬伤，第一时
间到泸山景区管理处登记，治疗后
再提供票据，由景区报销。

杨玲玲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称王称霸 就是这10余只
··““你不去惹你不去惹，，这群猴子都要主动攻击人这群猴子都要主动攻击人””
··去年分流去年分流““效果并不明显效果并不明显”；”；今年已发生今年已发生7070多起伤人事件多起伤人事件

景区申请再次分流110只
重点是把经常伤人的送走

昨日，被西昌泸山猴子咬伤的小杰仍在医院住院

应/对/之/策

一只猴子在对过路的游客进行攻击

购
购物天堂
汇聚全球商品

同期的“三会”中，第三届成
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第四届成
都·南亚商品交易会两大盛会的
主题是“购”，四川特色商品、省
外特色商品、南亚特色商品……
全球商品，凡是你能想到的、凡

是你想要的，在现场都能买到。
作为成都市首个日用消费

品行业综合性专业展会，2014年，
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正式启
幕，当年五一节、国庆节“梅开二
度”，取得110万人次逛展，零售
收入4.5亿元；5万名采购商、代理
商入场洽谈，合约成交75亿元的
骄人成绩。

第三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
览会设10万平米主展区，有1000
余家参展商，分门别类设置进口
商品直销区、南亚展区、四川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特色商品展
区、省外生产企业直销展区、省
内名优新特商品展区等。成都国
际商贸城已经开业的6大市场同
时加入展会，组成副展区，3万多
商家将展销18个大类、1900余个
种类、43万余个商品品种。

第四届成都·南亚商品交易
会搭建桥梁，引入来自尼泊尔、
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南亚
国家珠宝、唐卡、服装、布料、纺
织品、皮革皮衣、草药、农产品、
地毯、纸、披肩、电子产品、木制/

大理石手工艺品……特色商品
琳琅满目。

“在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大背景下，举办‘消博会’、‘南
亚商品交易会’，有助于聚集国内
外商贸资源，构建专业商贸平台，
推动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成都商
贸竞争力，同时有利于加强区域
交流与合作，扩大城市对外影响
力。这是对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贡献，也是我们对成都建设
国际购物天堂的贡献。”成都市商
务委相关负责人如此点评。

购全球商品 逐时代潮流

三会同期 成都国际商贸城闪耀北部新城

9月28日-10月3日，这期间，
无论哪一天，你一定要去一趟成都
国际商贸城。这期间，第三届成都
日用消费品博览会、第四届成都·
南亚商品交易会、2016首届四川
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三大盛会将
同期在成都国际商贸城闪耀登场
——在那里，你可以买买买；在那
里，你也可以看看看；在那里，你更
可以学学学！

以“聚天府、通全球”的方式，成
都国际商贸城闪耀北部新城，为成
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国际购
物天堂贡献力量。

时间：9月28日-10月3日
地点：成都国际商贸城（北星大

道绕城高速出口旁成都国际商贸城
主入口）

公交线路：38路、46路、50路、
110路、129路、527路、651路、672
路、X14路、X47路、新都K6路至国
际商贸城站下。

免费购物直通车：到荷花池肖
家村3巷大成市场对面可乘坐。

自驾路线：自驾车可经北星干
道、绕城高速等路径抵达现场。

研
网聚天府
论道电商未来

2016首届四川国际电子商
务博览会的关键词是“研”，在9
月29日-10月3日期间举行，“网
聚天府、商通全球”，一方面通过
展会展示四川以及国内知名电
子商务企业形象，另一方面通过
举办第二届西部网商发展高峰

论坛、四川省高等教育互联网+
发展论坛、四川电商校企对接大
会、四川网红大赛暨电商狂欢盛
典等专项活动，共商电子商务发
展大事。

对专业观众来说，2016首届
四川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就是一
场四川版的“互联网大会”，来自
全国各地的800余家优秀电子商
务企业共济一堂，分享经验、探讨
趋势、创想未来、交流资源，现场
的“财富”值不可限量。尤其，现场
还有一场“人才”盛宴，上千名高
校科班毕业的电子商务生力军将

与企业家们进行一场“双选”。为
企业选才、为自己选平台，皆不容
错过。

对“吃瓜群众”来说，现场则
是一次看看看、开眼界的好机会。
本届博览会的展出面积有4万平
方米，将现场展示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智慧制造、物联网、无人机、
VR等高科技产品，展现科技发展
趋势对未来工业发展及人类生活
可能的影响。

川商川货将成为本届博览
会毋庸置疑的亮点。“博览会
将 集 中 展 示 四 川 21 个 地 市 州

有 代 表 性 的 电 商 企 业 及 其 发
展成果。”四川省网商协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2016首届四川
国 际 电 子 商 务 博 览 会 搭 建 电
子 商 务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对 接 平
台，进行电商企业与优势特色
产品对接，有利于加快推进四
川省电子商务发展，提升四川
省电子商务的影响，推动四川
商 贸 资 源 与 电 子 商 务 融 合 发
展，推动实体经济创新、转型，
加 强 地 区 间 电 子 商 务 的 交 流
与合作，推动四川商贸资源与
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逛逛//展展//指指//南南

往届消博会盛况

成都国际商贸城

9月28日-10月3日，第三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第四届成都·南亚商品交易会、2016首届四川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三大盛会同期在成都国际商贸城举办

聚
国际商贸
闪耀北部新城

三大盛会为什么齐聚成都国际商贸城？翻开地
图，成都国际商贸城地处北星干道侧、绕城高速以内，
属于金牛区北部新城范围。在《金牛区经济发展战略
纲要（2015-2030）》中，金牛区发布“一核三轴六区”发
展理念，北部新城功能区定位为“以科技商务、文化创
意、国际商贸为主的‘城北副中心’”。

成都国际商贸城即是“国际商贸”业态的承载地。
《金牛区经济发展战略纲要（2015-2030）》中

表述，响应成都市“国际购物天堂行动计划”，金牛
区将引入现代科技及先进经营理念，致力于自身
特色和国际化购物、消费环境的打造，加快推动传
统商贸大区向现代商贸强区转换，“增强成都国际
商贸城内外贸一体化平台功能，支持融入区域性
自贸区建设，打造‘空中商城’，发展跨境电商，同
步推进‘网上自贸区’建设，发挥其发展壮大现代
商贸业的龙头带动作用。”

立项之时，成都国际商贸城是四川省人民政府
“十一五”规划的50个重大项目中唯一一个商贸流通
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2090亩，总投资145亿元，总建
筑面积500万平方米，市场群面积360万平方米，商业
配套面积140万平方米。

多年发展，成都国际商贸城闪耀北部新城。截至
目前，成都国际商贸城已经建成服装服饰市场、皮具
箱包鞋市场、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日用塑料
制品市场、缝纫设备市场、品牌陶瓷购物广场六大专
业市场，承接了荷花池等传统市场调迁改造过程中
的绝大部分商家，汇聚了3万余名品牌商家，引领西
部商贸业发展潮流。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西昌泸山，一只大猴子对游客
拿的饮料实施“抢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