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蓝花楹，下半年成都的街头
还将有不少花儿竞相开放。昨日，记
者从成都市林园局获悉，在成都的公
园、街道上栽培甚广的波斯菊目前已
经进入盛放期，市民在桂溪生态公
园、迎宾大道、二环路（高攀路口、川
航佳园、双桥子立交、sm广场周边、丽
都路口、红牌楼游园等）、科华路金融
城河边等地点均可以看到红的、黄的
色彩斑斓的波斯菊花海。

“5~6月的花木盛景主要集中在
波斯菊、三角梅、向日葵等花乔，接下

来的8~10月份，市民们非常喜爱的成
都市花芙蓉花将开放。”成都市林园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4月初，市林园
局启动了格桑花、三角梅等花乔（灌、
草）栽植的专项行动，已完成部分栽植
任务并呈现一定效果。以“两环、两轴、
两河、两线、多点”为主线，在中心城区
主要道路、重要节点的路旁、边坡（护
坡）、林下、公园草地、水岸、滩地等点
位，栽植波斯菊、蜀葵等各种野花系列
花卉11万余平米。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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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现代化机场峰会
在成都开幕

5月25日，“第六届亚太现代化机
场峰会中国站”在成都开幕，来自相关
主管部门成都天府新机场建设指挥
部、空港新城建设指挥部、10 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机场业界巨擘、国内各大
机场集团、航空公司等单位的高层代
表共计400余人出席了本次峰会。

主办方香港 Escom Events表示，
“亚太现代化机场峰会组委会十分看
重成都在打造枢纽机场、建设一带一
路空中走廊战略上的重要作用，在天
府新机场建设的契机下，将这一会议
品牌引入成都。”据介绍，亚太现代化
机场峰会于 2014 年在澳大利亚墨尔
本创立，被誉为“亚太十佳机场专项活
动”。它以专业会议与小型展览、一对
一闭门会谈相结合，集结亚太地区新
兴经济体和政府和民航机构、机场集
团、咨询公司、设计公司、民航和航空
协会、上下游系统集成商和供应商，共
同探讨高速增长的亚太民航市场对于
新一代机场的需求，目前已经成功举
办五届。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哪里赏
武晋路
春熙路
龙湖金楠天街
三色路
天晖南路
一号桥府南河边

还有啥
5~6月
花木盛景主要集
中在波斯菊、三
角梅、向日葵等
8~10月
市民们非常喜爱
的成都市花芙蓉
花将开放

和我在成都街头走一走
走到蓝花楹的尽头
我市增花添彩工程见成效，蓝花楹进入最美花期

尾气排放不达标
不能进绕城
违者罚款100元记3分

“该车尾气排放标准值是2.5，经
现场检测，该车尾气排放值达到了
2.67，属于超标排放。”昨（25）日，成都
交警联合市环保局在中心城区多个路
段设点，对路面机动车尾气排放情况
进行抽检。针对违规进入限行区域的
尾气排放不达标的车辆，交警部门将
依法处以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据
统计，上午一个小时，一共检查了20辆
车，仅有一辆货车尾气排放超标。

根据规定，尾气排放达不到国2以
下的汽油车以及达不到国1排放标准
的柴油车，在早上7点半到晚上7点半，
禁止进入绕城以内道路行驶。因此，民
警现场对违规者做出了罚款100元，记
3分的处罚，同时，市环保局也向其开
出了《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测试结
果告知单》，督促其尽快维修，达到合
格标准。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多家知名设计机构报名

在昨日的蓝天白云下，“新川
杯”四川省第二届绿色建筑创意竞
赛正式启动。

记者获悉，本届竞赛主题为
“My City 我们的城市”，包含设计
竞赛、太古里展览、思想聚会等环
节，其中设计竞赛包含幼儿园设计
与邻里中心（社区综合体）设计两个
部分，设置一等奖奖金50万元。5月
31日至7月9日为竞赛项目设计周
期，竞赛评委将根据参赛团体提交
作品的建筑方案水平、绿色建筑技
术策略、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行评
审，最终评选出9名作品代表参加今
年7月份的总决赛。

什么是绿色建筑？“这是建筑行
业的趋势。”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副厅长樊晟解释，绿色建筑，也是
最大限度节约资源——更节能、更
节地、更节水、更节材的一种建筑，
它能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
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

自然和谐共生。
一经启动，大赛就受到行业关

注。组委会透露，截至目前，已经收
到90组国内外知名建筑设计行业领
域的机构报名，包括中国建筑西南
设计研究院、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
院、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基准方
中、悉地国际、华洲国际、北京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成都分院、西南交通
大学、上海天华、上海原构等，参赛
者超过310人。

普通市民可以参与

“本次参赛的标准是什么？要求
是一星还是二星？”“我们团队很多
人曾在国外工作多年，能否接受国
外标准？”在现场，众多专业机构提
问，专业度与严谨性可见一斑。

不过，本次赛事与其他绿色建筑
竞赛不同，“新川杯”除了征集绿色建
筑方案，更希望鼓励大众思考怎样的
城市才是宜居的城市，怎样的建筑才
是宜人的建筑。其中“邻里中心”项目
对于设计深度的要求较低，非专业人

士也可以参与。值得一提的是，目前
竞赛组委会已收到某幼儿培训机构
一群小朋友的报名要求。

中新（成都）创新科技园开发有
限公司总裁刘希良介绍，新川创新
科技园将在全园区推动绿色建筑建
设，力争全部建筑均达到绿色建筑
标准。未来，市民可在此体验充满活
力的工作与生活，既享受国际化现
代都市的便捷智能，也依然保有自
然的活力和传统的温度。

“我们期待专业建筑设计师暂
时抛开专业的羁绊，从一个普通市
民的角度，去思考市民真正需要的
是一个怎样的邻里中心。我们也同
样欢迎没有专业建筑设计经验的普
通市民，关注自己的社区，来设计一
个你和你的家人喜欢的邻里中心。
除了竞赛，本届新川杯还将举办专
项展览和思想聚会等活动，增进公
众参与。新川创新科技园希望通过
承办本次竞赛，增进公众对于绿色
建筑的认识，鼓励全民培养和树立
绿色的生活方式。”刘希良说。

城市怎样才宜居？50万元征集绿色创意

一群小朋友要报名
绿色建筑需读懂地域特点

专家谈成都优势：
水与绿

“绿色建筑需要读懂地理、地
形、民族等。”樊晟表示，城镇建设
水平，不仅关系居民生活质量，而
且也是城市生命力所在。

新川创新科技园位于成都高
新区南部园区，不仅是“四川省绿
色生态示范城区”，园区内均为绿
色建筑，这里也是成都9个小街区
示范片区之一。

作为园区总规划师，周宇量
是资深建筑规划专家，昨日，他就
成都如何打造绿色建筑提出自己
的建议。在他看来，成都正在实施
的小街区规制、海绵城市、建筑工
业化等，都是绿色建筑的主要趋
势和方向。但相较于其他城市，成
都在水资源和绿色植被方面更具
资源优势，“比如新加坡的水资源
是自循环，而成都有大量资源。”

周宇量表示，成都的绿色建
筑应该从规划到设计，更多考量
本地材料和适用技术，打造节水、
节能、节地的宜居建筑群。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昨日，坐标在成都的朋友
圈再次被“成都蓝”刷屏了，蓝
天白云与繁花绿树相互映衬
中，有一抹蓝色的身影出镜率
颇高，栽种于武侯区武晋路的
584株蓝花楹在蓝天白云下格
外娇艳，一簇簇蓝花楹形成紫
蓝色长廊，长约1700米的蓝花
楹花道惊艳了无数路人。

摇曳多姿的蓝花楹、轻舞
飞扬的黄花风铃木、红粉相间
的波斯菊，还有那怒放在大街
小巷的三角梅……进入5月，成
都街头随处可见五彩缤纷的花
木，不由让人感叹花重锦官城
的盛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个自拍背景太美了，我要被
圈粉了。”“花瓣飘落，像下了一场
紫蓝色的花雨……”昨日下午，在武
侯区武晋路初次邂逅蓝花楹，来自
东北的游客刘小姐一行立即被眼前
的一幕惊呆了，一棵棵蓝花楹树立
在街道两旁，将一串串如摇曳风铃
的紫蓝色花朵送入蓝天的环抱，紫
蓝色的花瓣散落在地上，在阳光下
如同给街道披上了华丽的衣裳。

被蓝花楹圈粉的并不仅仅是刘
小姐一行，仿佛一夜之间成都街头就
被蓝花楹攻陷了。“今年前4个月良好
的气候条件，加上优良天气的增多和
昼夜温差大，所以今年的蓝花楹呈现

出盛放状态。”对蓝花楹一跃成为“万
人迷”，武侯区园林局负责人黄涛一点
都不意外，他告诉记者，武晋路的蓝花
楹于2014年栽种，5月就进入了最美花
期，适宜的气候条件令今年的蓝花楹
开得格外令人惊艳，这也是“花重锦官
城”增花添彩工作带来的成效之一。

除了武晋路，成都中心城区还
有哪些地方可以欣赏到浪漫、唯美
的蓝花楹？据悉，春熙路、龙湖金楠
天街、三色路、天晖南路都有较多数
量的蓝花楹，一号桥府南河边也有
十几棵蓝花楹，虽然不是特别密集，
但满树紫蓝色花朵，也是十分雅丽
清秀。

“成都蓝”/ 刷爆朋友圈 6地可邂逅

“菊花海”/ 除了蓝花楹 还有波斯菊

更节能、更节地、更节水、更节材。很快，成都将有更多绿色建筑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昨日，“新川杯”四川省第二届绿色建筑创意竞赛正式启动。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两组重要建筑——幼

儿园与邻里中心（社区综合体）将成为竞赛主体，谁更有创意、谁更节能环保，就将获得一等奖奖金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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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思考
这不仅是一场行业这不仅是一场行业
竞赛竞赛，，更是鼓励大更是鼓励大
众思考众思考““宜居城市宜居城市
是什么是什么”。”。未来未来，，成成
都新川创新科技园都新川创新科技园
将在全园区推动绿将在全园区推动绿
色建筑建设色建筑建设。。

一批样本
绿色建筑也是四川绿色建筑也是四川
打造美丽宜居城市打造美丽宜居城市
的重要方向的重要方向。。记者记者
从现场获悉从现场获悉，，下个下个
月月，，四川就有一批四川就有一批
轻夯土绿色建筑示轻夯土绿色建筑示
范样本出炉范样本出炉。。

1秒钟采集100万个点的数据
价值500万元来自奥地利

“巨无霸”无人机
巡查矿山

一张三维的模拟图中，闪烁的绿
色光点还原了矿山及周边环境的全
景，零星的红色光点是新修的厂房和
居民楼，离奇的是，原本稳固的绿色矿
山竟出现了大面积的红色阴影……这
是攀枝花兰尖铁矿在轻微沉降时被三
维激光扫描技术测控处理后的画面。

昨日，第二届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国
际论坛在成都开幕，曾屡次在矿山隐患
排查中立功，避免了重特大安全事故发
生的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亮相。据了
解，该无人机接下来将应用于矿山巡
查、工程建设和文物保护等领域。

“这是亚洲目前载重能力最大的
一台使用电池的无人机，达20公斤。”
在会场上，一身黑衣的“巨无霸”吸引
了所有人的目光。与常规无人机相比，
它的块头要大出数倍，8 个螺旋桨位
于四角，每个扇面直径达 60 厘米，翼
展超过1.5米。机身部分可放置机载三
维激光扫描仪飞行巡查，飞行高度达
数百米，时间接近1个小时。

“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采集能力
很强，1秒钟可以采集100万个点的数
据，1 平方公里的数据 1 小时就处理
了。”四川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施富强告诉记者，这台来自奥地利的
无人机，整套设备价值 500 万元人民
币。通过脉冲式三维激光，采出来的数
据是一个一个的点，形成点云，可以量
取矿山的坡度、台阶、排水设施。

同时，测试阶段无人机是40天采
集一次数据，电脑自动比对筛查异常，
工作人员经过数据处理，就能在电脑
屏幕上看到矿山细微的变化，这种变
化达到毫米级。

除了巡查矿山，“巨无霸”无人机
的另一项任务是预防滑坡。施富强举
例说，成都有1万处滑坡体，如果通过
无人机扫描，找出“特征点”，在关键位
置装上北斗定位系统，滑坡体如何运
动、可能出现什么后果、范围有多大等
就能及时预报，工作人员能通过调整
堆积物，保证受力平衡。“尤其是人不
能进去的危险地带，比如震后的山坡、
泥石流的现场，它飞过去采集数据就
能为应急救援提供依据。”

施富强表示，这种技术还将用于
工程建设、文物保护和环保检测等领
域，不同的是，技术会通过车载、手持
等设备呈现。“采集的是真实的地表信
息，河水颜色变化了、漂了异物，在扫
描技术下都无所遁形。”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5月17日，成都，电视塔与蓝花楹

25日，翠柳湾路两旁盛开的蓝花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