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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导演沈皛川大开讲

5月11日下午，四川大学
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教
师、纪录片导演沈皛来校进
行题为《“传统文化+”时代，
媒体人的自觉与自信》讲座。

《记住乡愁》、《中国传
统建筑的智慧》的撰稿人沈
皛结合自己的阅历与积淀，
从学生们人生事业、职业的
选择讲起，教给了学生们传
媒专业的读书“五问法”。

讲座中沈皛还分享了
其创作的多部获国际大奖
的纪录片作品的创作体悟，
梳理出了一条“不做皂隶，
不当清客”的传媒思路。还
提出了“传统文化+”的思
想，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出
发，回溯传统文化发展脉
络。讲座最后，还举行了沈
皛新书《纪录的路》发布活
动。据介绍，这是国内纪录
片理论行业里，第一本从传
统文化角度反思纪录片创
作的著作。 成都儿童团
实习记者 方宇 记者 梁梁

中国第二个大熊猫
野放基地选址雅安荥经

11日下午，记者从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该
基地与雅安市荥经县10日签
订《关于合作管理和运营大相
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的协
议》，标志着双方将正式合作
共建我国第二个大熊猫野化放
归基地，预计整体项目将在今
年9月份全面完成。在此之前，
我国所有的大熊猫野放都是
在雅安市石棉县栗子坪完成。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简易呼吸器挤压装置、氧气管及
鼻胃管，输液、穿刺针、引流器具，大小
便护理用具甚至被套床单，这些病房
里司空见惯的用具，背后却隐藏着许
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变化”。

今年46岁的张静总是在思考，
如何让病人更舒适。为此，有20多年
的护理经验的她成了护理界的“发
明达人”。2008年至今，张静已累计
申报了8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和4项发明专利技术，已经有53项获
得专利证书。

1991年，张静从四川省人民医
院护士学校毕业后，进入四川省人
民医院内科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一

干就是26年，现在担任医院外科护
士长，负责19个外科疾病病区的护
士管理工作。

她的发明灵感，来自2007年照顾
过的一位特殊病人。病人在医院时使
用呼吸机辅助呼吸，但是回家后，24小
时不间断按压气囊辅助呼吸，需要纯
人工操作。“病人家属说，他们前后请
了10多个保姆，每个都做不了两天就
走了，没得哪个受得住。”张静经过反
复尝试后，做了一个“简易气囊按压
器”。“可以设置调频，就是每次设置按
多少次就可以自动按。”能帮到病人解
决问题的发明，让张静尝到了“甜头”，

“发明之路”一发不可收拾。目前临床

上使用的胃管，必须在病人的鼻子处
用鼻胶固定，非常不舒服。而张静研究
的新型胃管，只需要通过一根绳子就
可以很方便地直接固定在患者耳旁。

2016年，张静拿到了实用新型专利
技术“卧床式解便装置”的专利证书。这
项专利可以说是危重患者或老年人的

“解便神器”。“（解便神器）这里有个可
开合的床垫，有可升降的盛便容器、清
洗池。”现在，“解便神器”已经拿到了专
利证书。张静的一大摞专利证书都堆放
在柜子里，她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更
多的企业能够支持专利转化，让专利从
纸上“活起来”，真正服务临床。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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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资费优惠再升级
流量使用无后顾之忧

为了满足不同用户对流量的需
求，四川移动从5月1日起推出多款超
实惠的流量产品，包括了“任我用”、

“任我享”、“任我看”、“七天乐”等。这
些全新的流量产品引来移动用户的疯
狂抢购。

以流量“任我用”为例，自2017年5
月1日起，四川移动针对新客户推出
188元和288元两档“任我用”资费，分
别包含12GB和20GB流量。针对老客
户则推出了238元15GB流量的“任我
用”资费。

同样是2017年5月1日推出的流量
“任我享”，则是针对不同流量需求的
客户，推出了系列流量优惠活动，包
括：流量升档计划和“任我享”流量降
费红包抢购活动，流量低至5元/GB,
能满足手机用户的大流量使用需求。

流量“任我看”则是从自2017年5
月17日起推出，该产品是携手热门视
频APP推出的9元和24元两档视频流量
优惠包，用户可分别获得3GB和30GB
视频流量，让你随时随地追剧无忧。

而流量“七天乐”则是针对所有
4G飞享套餐客户。在每月1-7日可享
受3.9元2个G的超低流量资费。其中飞
享238套餐以上的用户还可享受加9.9

元得40个G超值流量尊享包。

流量超值套餐受追捧
营业厅人满为患

如今，四川移动的客户规模已超
5000万，其中4G客户也超过了3000
万，为满足客户的需求，四川移动推出
了多样化的流量产品。比如根据客户
上网的时间特征推出了闲时流量产
品，根据客户的消费场所推出了区域
流量产品，根据客户的节日场景推出
了节假日流量包产品、根据客户的内
容偏好推出的定向流量产品等。

这些流量产品一经推出，就在用
户中引起强烈反响，用户纷纷表示，四
川移动此举切实惠民。而记者在四川
移动高升桥营业厅也了解到，自5月1
日后前来办理业务的用户明显增加。

经常在省内出差的某国企主管白
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大部分时间
都在出差，需要用手机处理各种公务，
流量消耗较大，每月套餐内的流量都
不够用，需要另外订购流量包。他告诉
记者：“以前不管到哪儿出差，为了省
流量都要蹭宾馆或餐厅的WiFi，但我
也知道免费的WiFi不安全。现在订购
9.9元40个G超值流量尊享包，流量可
以畅起用了，每月还能省近百元的通
讯费。”

像白强这样办理超值流量包的人

还不少，他们大都是原有通讯套餐内
的流量不够用的。对此，移动营业厅的
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到营业厅来咨询
的用户很多，其中有75%以上是咨询
流量促销活动的。而最受用户欢迎的
是针对所有4G飞享套餐客户的流量

“七天乐”。在每月的1-7日享受3.9元2
个G的超低流量资费。而飞享238套餐
以上的用户还可享受加9.9元得40个G
超值流量尊享包。

四川移动云应用平台
无广告，送流量，云端视讯谁最强？

四川移动近期发布了全新娱乐资
讯APP“云应用”，本地小视频、热影热
剧、各类直播、音乐声音等云端大餐，
一站式满足你的好奇。

《择天记》、《人民的名义》、《乘风
破浪》等热播剧集、院线大片，没有广
告，随看随点；央视/卫视、美食、演唱
会、景点等直播、点播内容丰富，可爱
的大熊猫憨态可掬。热点任意选，新鲜
面对面。

更难得的是，放心观看，放心追
剧，你再也不担心流量问题。为回馈
用户，即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下
载“云应用”即可免费领取6G省内定
向流量。新鲜的“云应用”，新鲜的云
端视讯，让你的闲暇时间，从此随心
所欲。 (庞健）

四川移动流量惠民
超实惠流量产品备受用户追捧

如今手机已经
成了每个人必不可
少的随身物品，而随
着手机智能应用的
不断增多，吃穿住用
行，通过手机都可以
轻松实现。于是，随
时随地进行流量消
费已逐渐成为人们
的一种生活习惯，手
机用户流量的消耗
也不断增加。

护理界“发明达人”获53项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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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启事
●成都经开区汽车产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于2010年， 因工作
需要，特招聘行政专员、信息处理
员各1名，负责公司行政事务、文件
处理，工作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
岗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
运用office软件， 35岁以下，1年以
上工作经验。 简历投递邮箱：
jfgsyx@163.com， 截止日期：2017
年5月14日。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离市区近
内设高档疗养区84713993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空调桌椅厨13981977386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收电脑网吧公司积压80608000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声明·公告
●成都乐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已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成都市双流
区分公司开立的四川增值税专用
发票， 发票号码05052301， 金额
51748元， 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号码06923292，金额2254元，
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海维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章号：510100817
0878）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
蒲江县委员会在中国农业银行四
川省蒲江县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10030435303、账
号 ：838101040015467， 编 号 :
651001476756）遗失，特此 声明
作废！

酒楼·茶楼转让
●地铁口旺铺转让18160036176

房屋租售

店 铺
●红照壁铺面出租15184474698
●商铺出租： 抚琴西路171号2楼
1468平方米13980435765李先生

厂房租售
●龙潭总部经济城办公室322平

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租双流九江厂房13608089797

●急售13亩32亩地及厂82683320

招 商

●出让温江海峡科技园60亩工业

土地有国土证13980071287李

改造：
成渝立交将成全互通立交

成渝高速入城段（成渝立交至收费
站）改造工程，起点位于成渝立交三环路
内侧，与城内方向迎晖路对接，终点位于
龙泉驿区成渝高速成都收费站内侧，收
费广场渐变段之前，全长约4.18km。

施工主要内容包括：成渝高速北侧
全段新建综合管廊及辅道，南侧（洪河
大道至成渝收费站）新建综合管廊和辅
道；成渝立交互通改造，改为全互通立
交；新建东洪路下穿隧道；新建洪河大
道互通立交，北侧打通断头路，与蜀王
大道相接；新建玉石路下穿隧道；沿成
渝高速南侧主辅道绿化带，新建双向2
车道公交BRT高架桥，宽度9.5米。

市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民警任效
植介绍，施工完成后，三环路成渝立交将
成为全互通立交，极大提高转换通行效
率。同时，路段将增设一条BRT高架道
路，为将来三环路BRT开通打下基础。

交通：
成渝立交入城段新设主道出口

三环路成渝立交附近有万科片
区、恋日家园片区两个人口较多的片
区，目前，通过成渝立交桥上直行出城
仅能直达成渝高速，无法达到该片区。
因此，出城车辆都需经过三环成渝立
交底层进行绕行，导致成渝立交底层
出城方向压力很大。

“施工期间，将在成渝高速入城段
（和美路至和韵路）出城方向临时开设
主道出口。”任效植说，这样一来，从迎
晖路出城的车辆可以进入成渝高速入
城段出城方向，在新增出口驶出进入
保华路，直到达到万科、恋日家园片
区。同时，保华路（三环路成渝立交底
层入口至和韵路口）实行机动车由西
向东出城单向通行。

此外，三环路成渝立交由迎晖路
方向驶往十陵立交方向的由西向北左
转匝道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

成渝高速入城段
17日起改造施工
周边交通将调整 交警教你这样走

5月17日起至12月31日，成渝高速入城段（三环路成渝立交至成
渝高速公路收费站）将实施改造施工，由于附近有万科片区、恋日家园
片区等人口密集片区，约10万居民，交通压力较大。

为方便市民出行，成都交管部门对三环路成渝立交周边的交通组
织进行了调整。5月17日起，出城车辆可经桥上成渝高速新开匝道直接
出城进入该片区，桥下保华路实施出城单向交通，同时迎晖路左转入
三环路匝道封闭。

5月11日，成都交警对三环路成渝立交周边的交通组织将发生的
变化进行了详细解读。

●出城方向：直行走成渝立
交桥面左转车辆走底立交底层

届时，原迎晖路出城方向前往万
科片区和恋日家园片区的机动车，以
及原通过三环成渝立交底层路口前
往保华路、和美路的由西向东机动
车，可通过三环成渝立交桥面直行，
从新开主道出口驶出，经保华路、和
韵路、和美东路（或万科路）绕行。

原经三环成渝立交由西向北左
转匝道前往十陵立交方向的左转车

辆，请经三环成渝立交底层路口通
行。

●进城方向：经和韵路、万
科路等至成渝立交底层绕行

保华路（三环路成渝立交底层入
口至和韵路口）由西向东单行后，进
城方向应该怎么走呢？任效植告诉记
者，万科片区、恋日家园片区进城方
向机动车，请经和韵路、万科路、东三
环路五段辅道、成渝立交底层绕行。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这样绕行

成渝立交全互通改造后的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