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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说出来有爱说出来

昨日，记者在成都百年熊猫书
画院见到了周啸波，他就是即将春
节赴港的两名熊猫画师之一。

从2004年开始画熊猫，周晓波
笔下的熊猫作品多达几百幅。熊猫
是国宝，平时只能远观，难以接触，
画家们是如何准确勾画的？周啸波
说，画熊猫他也是从犯错开始的。

为了解熊猫的特点和习性，刚
开始画熊猫，周啸波最常去的地

方就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卧龙基地。只要有国外的朋友来
川，他就主动要求当“地陪”，带着照
相机、摄像机去拍熊猫。还花钱去抱
了抱熊猫宝宝，“皮毛又短又硬，眼
睛周边一圈是暗蓝色的，只抱了10
分钟，但对认识熊猫有很大帮助。”

周啸波所画的熊猫，多是憨
态可掬的小熊猫，或母子嬉戏的
温情画面。周啸波说，熊猫在他心

中有着治愈疗伤的功能。2004年，
周啸波爷爷去世，他笔下常画的
猫变得阴郁，从那时起，他开始画
熊猫。熊猫们纯真嬉戏的样子让
他找到了内心的祥和，也让他开
始了熊猫画师的职业生涯。

今年春节，周啸波将把熊猫
的形象带去香港，让更多香港小
朋友画出熊猫，画出川港友谊。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香港要过川味年
成都熊猫画师将现场指导千名香港学生画熊猫

今年，四川人过年
必逛的春节大庙会将开
到香港，作为民间文化
交流活动，为香港回归

二十周年献礼。2月4日至2
月7日，首届香港欢乐春节
文化庙会——“熊猫故里·
锦绣四川”活动将在香港九
龙公园广场举行，川剧变
脸、麻辣小吃、青城山水
……四川的美食美景将给
香港的年加点花椒提味。

有两位来自成都的熊
猫画师，将用他们的画笔指
导千名香港学生画熊猫。

成都商报2017“我爱成都”大型真情直播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相比过去
的一年，2017年的新征程令人充满期
待。昨晚，成都市企业家新春座谈会召
开。市政府相关领导与全市20余家骨
干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
声音，共谋发展大计。其中，一汽大众
作为中外合资代表、科伦药业作为民
企代表、成飞集成作为国企代表发言。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西南市场
的前景都是积极和广阔的。”一汽大众
成都工厂代表说，2016年成都基地的
成绩创下历史新高，成为公司继长春
之后第二大的基地。预计2019年1月一
款新速腾将会下线，同时部分生产线
将升级改造停产，为2020年1月新增
两款车型做好准备工作，“这也是为
将来发展的首次生产线改造。”

“历经20年发展，科伦集团现已
成为拥有海内外90余家企业的现代
化药业集团。”科伦集团相关代表感
慨地说，去年公司获批国家工信部

“2015年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标
杆”称号，获评国家发改委“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优秀企业，获批国家
知识产权局“2016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科伦药物研究院薛彤彤、蔡家
强、曾宏三位科学家入选四川“千人
计划”，科伦药业副总经理、首席科学
家王晶翼博士还排在了“四川十大科
技创新改革人物”榜首。

目前，科伦已全力构建了以成都
研究院为核心，以苏州、天津研究分
院、海外（美国）研究分院为分支机构
的集约化的研究创新体系。当下有
330多个优秀项目处于研发的不同阶

段，其中已申报92项，49个新药获批
临床，未来五年将有50~55个新药获
批生产；创新小分子、生物大分子、新
型给药系统的研发也取得重大的阶
段性进展，昂首进入中国医药创新企
业的第一方阵。

去年6月，科伦生物医药产业园
项目正式落户温江，该项目主要包括

“生物技术药物产业基地”和“cGMP
国际车间”两大内容。其中，生物技术
药物产业基地预计2017年启动设计，
2019年完成一期建设，2023年全部建
成投产；cGMP国际车间将于本年度
开始施工，预计2018年建成。项目完
成以后，可实现年产值145亿元，利
税45亿元人民币，并提供2300余个
就业岗位。

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四川成飞集
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在深交所挂
牌的上市公司，母公司主营业务包括
汽车覆盖件冲压模具设计和制造，航
空零部件数控加工。其代表现场发言
说，汽车覆盖件模具代表性产品是中
高档轿车大型外覆件，主要客户已遍
及国内外的主流汽车厂，“这几年主
营收入都在节节攀升，企业在‘十三
五’期间会有较大发展。”

“在这里我们要对成都市委、市
政府对企业的发展给予的政策扶持
表示感谢。”成飞集成代表现场提到，
希望更加重视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帮
助企业搭建合作平台，对本地企业继
续给予政策扶持。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升级改造生产线
一汽大众成都基地将推新车型

去年10个区（市）县PM10浓度同比下降

从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统
计结果看，去年12月简阳、金堂、龙
泉驿综合质量指数最低，空气质量
相对较好；郫都（注：原郫县）、崇
州、新都综合质量指数最高，空气
质量相对较差。去年简阳、都江堰、
蒲江综合质量指数最低，空气质量
相对较好。

去年12月，成都22个区（市）县
PM10浓度同比均上升。其中升幅相
对 较 大 的 是 崇 州（95.2%）、新 津
（87.3%）、蒲江（81.6%）、彭州（79.2%）、
邛崃（78.7%）、大邑（73.9%）；升幅相
对较小的是龙泉驿（1.2%）、天府新
区（3.7%）、郫都（9.7%）。

2016年全市共10个区（市）县

PM10浓度同比下降，10个区（市）县
同比上升，2个区（市）同比持平。其
中降幅较大的是龙泉驿（8.4%）、简阳
（8.0%）和金牛（7.2%）；升幅较大的是
崇州（15.0%）、温江（11.9%）和蒲江
（9.5%）；同比持平的是成华和邛崃。

去年9个区（市）县PM2.5浓度同比下降

去年12月，成都全市除龙泉驿
区PM2.5浓度同比下降6.9%外，其余
21个区（市）县均呈不同程度上升。

2016年成都全市共9个区（市）县
PM2.5浓度同比下降，11个区（市）县
同比上升，2个区同比持平。其中降幅
较 大 的 是 龙 泉 驿（15.7%）、青 羊
（10.6%）和简阳（9.1%）；升幅较大的
是崇州（14.3%）、大邑（12.7%）和蒲江
（11.3%）；同比持平的是高新和新都。

去年12月成都全市22个区（市）
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均下降。
其中下降较多的是都江堰（67.3个
百分点）、大邑（64.2个百分点）、新
津（63.3个百分点）、彭州（61.3个百
分点）、蒲江（58.1个百分点）、崇州
（58.0个百分点）、金堂（57.5个百分
点）和邛崃（54.8个百分点）；下降较少
的是郫都（9.72个百分点）、温江
（16.12个百分点）、龙泉驿（19.37个百
分点）、天府新区（19.40个百分点）。

去年全市共8个区（市）县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同比上升，14个区
（市）县同比下降。其中上升较多的
是龙泉驿（9.41个百分点）和青羊
（4.44个百分点）；下降较多的是新
津（10.4个百分点）、新都（10.3个百
分点）和双流（9.6个百分点）。

去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总体好转

颗粒物浓度略有下降

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丹）昨日
零时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截
至23日12时，成都全市停止土石方
作业工地371个，裸土覆盖约60万平
方米，道路硬化约59万平方米，道
路洒水除尘约16783万平方米，企业
限产59家，企业停产486家，锅炉停
用329台，取缔露天烧烤摊点200个，
查处露天焚烧70起，查处违规工地6
处，查处违规运渣车38台，抽查锅

炉39台，检查工业企业359家。
市经信委安排专人值班，加大对

工业企业的巡查力度。目前除四川石
化、金鼎铸造等少数工业企业减产生
产外，大多数工业企业已放假停产，
春节期间不生产。市环保局出动执法
人员343人次，检查涉气企业122家。派
出3个督查组11人次对十里店、沙河
铺、梁家巷空气子站周边区域进行人
员巡查和无人机巡查，未发现问题。

昨日，记者从市环保
局获悉，成都2016年全年
及2016年12月份空气质
量状况结果出炉。根据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
示，与上年同期相比，成都
中心城区12月空气质量
总体下降，颗粒物浓度上
升，优良天数比例减少；但
从全年情况看，成都中心
城区2016年空气质量总
体好转，颗粒物浓度下降，
优良天数比例持平。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市环
保局

全市多个部门应对 486家企业停产371个工地停工

紧接01版 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增
强大局意识、紧迫意识、危机意识，落
实市委“157”总体思路，根据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17年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市政府工作报
告安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进一步解放思想、主动作为，提振
精神区位、对标先进，学习借鉴国内
外先进城市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着力
调结构促转型，筑牢投资底盘，加强
招商引资，强化资源要素保障，营造
良好发展环境，确保经济工作一季度

“开门红”，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开好
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去年我市安全生产和
信访维稳工作，成绩突出、值得肯定。
时值岁末年初，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紧

绷安全这根弦，明确责任，强化落实，
以最高的标准、最佳的状态、最严格
的管控，进一步强化交通运输、建筑
施工、大型活动、景区景点、食品药
品、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管
控，突出工作重点，加强应急值守，让
广大群众过上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
佳节，确保城市安全、社会安定、市民
安宁，为党的十九大、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营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成都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保驾护航。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常务副主

席，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市长助
理等列席会议。

主动肩负首位城市责任 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