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色预警下
工地违规施工被抓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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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绿道巨龙搭起市民休闲健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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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成都启动重污染天气
黄色预警。黄色预警的强制性污染
减排措施包括：“停止除市政府批准
的重点工程及应急工程外其他施工
工地土石方作业（含开挖、回填、场
内倒运）”。5日晚上，成都市环保督
察办公室（下称市环督办）暗访了多
个工地、美食街，查看有无违规开
工、露天烧烤等情况。

拆迁工地防尘不到位
现场督察后立即整改

5日晚7时，市环督办的工作人
员驱车前往高新区，暗访督察工地
停工、散乱污企业排放、露天烧烤等
情况。7：20左右，工作人员的车在公
济桥路169号门前停下。这是一处拆
迁工地，黄色的机械车辆停在房屋
拆掉后的建渣上，车辆下面是一条
压出来的便道，直接通到公济桥路
上，围挡因此缺了一段，缺口边渣土
漫到了路上。

数分钟后，拆迁施工方四川和溢
建设有限公司的一位现场负责人赶
到。环督办工作人员告知施工方，这
处拆迁工地有三个问题。“首先是工
地围挡缺失，土石、垃圾都到了街面
上。再者，你们没按湿法作业的要求

来，围挡上、工地内都没看到喷淋设
备。还有，目前工地按要求停工，但裸
露的土石、建渣上面没有盖上防尘
网。”环督办工作人员告知施工方要
整改，并请到场的高新区、中和街道
相关部门督促解决，之后还会根据调
查了解的情况，决定是否对工地有进
一步的处理。当晚7：40左右，施工方
组织人手堵上了缺失的围挡，并把周
边的土石垃圾清扫干净。

工地违规施工被叫停
露天烧烤被劝离

离开公济桥路的拆迁工地后，
环督办一行的车在中和街道半边街
停下，工地上机械车辆的噪音十分
刺耳。通过围挡的残缺部分，记者看
到一辆轰鸣的装载机在工地上来回
忙碌，把地上的砂石铲到一起，三四
名工人也在加班工作，用铁锹把砂
石堆起来。环督办的工作人员叫停
了正在施工的机械和工人，请工人

联系施工负责人到场，并联系高新
区、中和街道的行业主管部门。

“老板有没有交代过这两天要
停工？”面对环督办工作人员的问
题，一名在现场铲砂石的工人回答
说“没听说过要停工”。

20分钟后，一位自称是中齐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地负责人到
场，他认为现场是在做施工后的整
理工作，不属于黄色预警下禁止的
土石方作业。

这位施工方负责人的说法没得
到环督办的支持。“这个工地不属于市
政府批准的重点工程及应急工程，没
有相关审批文件，”按照相关要求，工
地不能在黄色预警的强制性污染减排
生效期间做土石方场内倒运工作。

之后，环督办一行还查看了多
处工地、烧烤集中区域，除了在高新
区石羊场街道新雅中街发现一处露
天烧烤并劝离外，没有再发现违规
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实习生 向莲君 摄影 张直

休闲好去处
绿道巨龙直通龙泉山深处

从天空俯瞰钟家山，只见一条崭
新的木质清漆绿道蜿蜒盘旋在山上，
仿若一条巨龙直通龙泉山深处。铺设
的石板路，每一梯的高度和宽度基本
适合人的攀登，站在山顶向西望去，
成都平原一望无际，高楼林立；向东
望去，乡间农舍如繁星点点散布在苍
翠的龙泉山中，318国道蜿蜒于山峰
之间，虽见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但此
处却是寂静无声。加上此前业已打造
完成的仰天窝健身步道和紫霞山一
期13.58公里绿道，一个可供市民休
闲的小型森林公园的雏形正在形成。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这里还能
望见西边的雪山，真是壮观震撼
啊！”提及这段绿道时，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龙泉驿片区推进办工作人
员李凯相当自豪。据他介绍，钟家山
步道全长7.2公里，飞龙湖水库至桃

花故里景区连心亭步道为新建部
分，全长4.6公里，可让游客登山健
身、观光休憩、亲近自然。穿行其间，
可观东山林地、半山柏林、东山顶
峰、梦里桃源、桃花故里等数处风
光。目前，新建步道已完成70%，可通
行长度2000米，全部以木质步道连
接，计划于2018年初全线贯通。

根据规划，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绿道的提档升级还将继续，绿道
周边的乔木林将统一打造，以龙泉
山本地乔木为主，农舍将更换统一
的房顶。将坚持以市民感受为导向，
注重突出本底保护、田园湿地、运动
休闲、农耕体验。

健身好场所
数万登高爱好者攀登锻炼

虽然现在已是寒冬时节，但是在
龙泉山仰天窝健身步道，每天都还有
一两万人坚持登高锻炼，节假日可能

一天达到4万人之多。这条登山的健
身步道，是沿龙泉山仰天窝山峰的坡
道建成的，大部分由石板铺就，全长6
公里，两个出入口，形成一条环线。这
段市民健身步道的一个很大特点是
坡度平缓，步道的入口海拔530米，最
高庙子山顶800米，相对高度不到300
米，攀登强度不大。在众多锻炼的人
群中，身穿大红色冲锋衣、脚蹬登山
靴的严大姐特别亮眼，“几乎每个星
期，我和老公都要过来爬一爬山。这
里环境好空气好，攀登强度也适中！”
严大姐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未来，成都将在市域内构建“两
山、两网、两环、六片”的生态格局，
将龙泉山由生态屏障提升为“景观
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的城市
中央绿心，承载生态保育、休闲旅
游、体育健身、文化展示、高端服务
以及对外交往功能，形成两翼共享
的国际化城市会客厅，带动城市品
质提升。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成都地铁7号线6日正式开通，
成都市交委、市公交集团通过精心
调研准备，制定了地铁7号线公交优
化接驳方案。其中，新开线路12条。
成都商报记者6日从市公交集团获
悉，为方便翡翠城片区、青龙场片
区、科园路片区、八里小区等地与地
铁7号线接驳，5日已新开1007路、
431路两条线路，6日新开G83路、
G90路两条，7日新开432路、433路、
426路、430路、214路共5条，8日新开
425路、427路、428路共3条。

432路（成仁公交站-地铁琉璃
场站）从成仁公交站发出后，经二环
路、琉璃路、中环路、锦华路、晨辉东
路；返程经晨辉北路、中环路、琉璃
路、橡树林路、三官堂街后至成仁公
交站。

433路（麻柳湾站-地铁琉璃场
站）从麻柳湾站发出后，经科创路、
琉璃路、中环路晨辉东路至地铁琉
璃场站；返程地铁琉璃场站发出后
经晨辉北路、中环路后回原线行驶。

426路（致强环街站-地铁八里
庄站）从致强环街发出后，经（返程：
致强路）、致顺路、云龙南路、云龙
路、中环路后至地铁八里庄站。

430路（地铁高朋大道站-科园
南路站）从地铁高朋大道站发出后，
经高朋西路（返程：高朋大道）、九兴

大道、高朋大道（临时）、二环路（临
时）、创业路（临时）、科园南一路、科
园南二路至科园南路。

214路（侯家公交站-地铁东坡
路站）线路走向为：侯家公交站、盛
发街、金芙蓉大道、金泉路、金牛大
道、茶店子路、二环路、光华村街、家
园南街、家园路站至中环路；返程经
中环路、光华村街后沿原线行驶。

425路（八里小区站-地铁二仙
桥站）从八里小区发出后，经新风
路、双建路、建设北路三段后至地铁
二仙桥站；返程从地铁二仙桥站发
出后经二仙桥西路、地勘路、文德
路、建设北路三段、双建路、新风路、
新风巷后至八里小区站。

427路（东坡北二路站-龙华北
路站）从东坡北二路发出后，经琼楼
路、瑞星路、万寿桥路、万华街、晋阳
路、龙腾西路至龙华北路；返程从龙
华北路发出后经经龙祥路、武阳大
道、晋阳路回原线行驶。

428路（万兴公交站-武阳大道
武侯大道口站）线路走向为：万兴
路、（右转至）聚福路、（右转至）兆景
路、（左转至）聚荟街、（右转至）武侯
大道、中环路；返程：中环路、武侯大
道、三环路辅道、兆景路、福锦路一
段、万兴路。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成都商报记者6日从都江
堰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给力
都江堰”等渠道获悉，著名球星
贝克汉姆昨日来到成都，并在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
堰基地进行了参观和体验活动
（下图）。

6日13时许，认证主体为都江
堰市委宣传部的新浪微博“给力
都江堰”爆出一组照片。照片中贝

克汉姆身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的蓝色工装出现在都江堰基
地。不过照片的角度和质量都非
专业水准，应该是偶遇的路人所
拍。随后记者致电研究中心询问
更多信息，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承
认贝克汉姆造访，但因为是私人
活动且双方有约在先，不便透露
更多活动详情。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接驳地铁7号线
新开12条公交线路

新时代

新作为

新气象

贝克汉姆现身成都
在都江堰看大熊猫

“九年后故地重游，看到的真是
大不一样啊！以前这边的路不好走，
想爬个山得走石头路，搞不好还摔
个跟头。现在好了，这个木头的步道
修得好漂亮，又宽敞又干净！”应先
生住在龙泉山山泉镇，2008年时家
里办酒曾邀请朋友过来游玩，那次
山野踏青的经历不算尽兴。而这个
月，应先生家旁边的钟家山绿道已
经修好了70%，他迫不及待地又邀
请了朋友们前来登高踏青。

群山环抱的崭新健身步道、独具
特色的木栈长廊、铺装平整的青砂石
路面……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新修
的钟家山登山健身步道让朋友们刮
目相看，“山美了水美了，空气还好！
今后这个地方我们真的要常来玩。”

这里就是成都天府绿道打造的
“城市绿心”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中
的一段。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总面积
约1275平方公里，这个城市绿心不仅
将打造一个“超级公园”，还将成为两
翼共享的国际化城市会客厅。除了在
湖边漫步，看天空瓦蓝、森林苍翠，观
景台、登山健身步道纷纷亮相，成为
观赏“山、水、城”融为一体的风景带。

昨日上午，国内实名医生平台医
联宣布获得4亿元C轮系列融资。本
轮融资是由中电健康基金（中电）战
略投资，华兴新经济基金和老股东腾
讯、红杉参与投资。值得注意的是，由
天府软件园创业场成功孵化的医联，
是地道的成都企业。

医联创始人兼CEO王仕锐表示，
“这次投资对医联而言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对医联在国家医疗政策的预
知和把控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私募股权
融资负责人周亮对医联评价颇高。

“经过三年的飞速发展，医联已成功
构筑线上、线下全渠道的医生平台，
并开展与上游企业的深度合作与布
局。此次交易医联引入重要战略投资
方中电健康基金，双方将在医疗数据
等领域全面对接，相信医联会进一步
完善其业务生态并巩固竞争壁垒，成
为医疗领域的新一代领军企业。

记者了解到，作为医联本轮的战

略投资方，中电健康基金是由中电数
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中电数据”）为
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而
发起设立的。医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电数据将在数据业务领域成为医联的
重量级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医疗
数据的商业化应用，并将协助医联在
健康医疗补充保险领域、医药研发领
域的数据分析（CRO）、医疗数据单病
种应用服务中展开深度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还将重点试

行以省为单位的互联网健康维护组
织（HMO）项目，融合商业保险的新
险种开发、家庭医生政策落地，打通
基层医疗的壁垒，从而促进医疗资源
合理分配和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健
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服
务需求。

看上去，这个被列在“成都潜在
‘独角兽’名单”中的企业，距离真正
的“独角兽”已经不远了。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4亿元！成都潜在“独角兽”完成C轮融资

楼下的小餐馆油烟直排，怎么
投诉？家门口的施工工地裸土不覆
盖，谁来管？今后，市民可以快速查
询实时空气质量、投诉环境违法现
象了。昨日，记者从成都市环保局获
悉，由成都市环保局打造的“成都环
保”APP将于12月7日正式上线，成
都也将成为全国首个推出环保网络
理政平台的副省级城市。

据介绍，“成都环保”APP集合
环境质量权威发布平台、投诉管理
平台、工作动态平台、环保科普平
台，四大平台功能于一体，便利了公
众对环保问题的投诉，也有利于突
出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打开“成都环保”APP，主页界
面即可看到“我有话说”“环境质量”

“环保百科”“环保资讯”等功能板
块，首页的“AQI空气质量指数”实时
更新，直观展示当前空气优良情况。
据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所有板块中，“我有话说”即为环
境问题投诉通道，这也是“成都环
保”APP的核心功能。用户通过手机
即可实时操作，利用文字、拍照、录
音、录像、实时定位等多种媒介方式
采集环境违法违规问题，进行投诉
举报，投诉受理处置后，将通过该平
台把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

据悉，“成都环保”平台完善了
环保问题的“收集、受理、审核、转
办、回复、回访、归档”全流程，以及
闭合式的环保诉求办理工作机制，
市环保督察办对群众投诉和办理情
况进行专项督察，保证了环保投诉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作为成
都市环保网络理政的一次创新实
践，‘成都环保’APP将开启环保网
络理政新局面，及时回应民众关切，
强化政民沟通互动，实现从环保问
政到环保理政的根本性转变”该负
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今起点击“成都环保”
随时随地投诉环保问题

成都市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工作人员对工地防尘措施进行检查

7号线开通初期，运营时间为
06：15-22：55，后期根据客流实际
情况可调整运营时间。票价方面，7
号线开通后，各线路之间的换乘距
离缩短，线网票价会有所下降，如成
都东客站至火车南站票价将由现在
的5元下降至4元。

而随着中心城区轨道交通骨干
成网，线网客流将会有较大幅度增
加。为缓解大客流压力，成都轨道集
团对既有线路运行图进行了优化调
整，加密高峰时段上线列车。同时，
对线网各条运营线路的首末班车换
乘时间进行优化调整。

首班车匹配：其他线路市郊-市

区方向均可换乘7号线，06：00以后
到达成都的火车可与地铁接驳。末
班车匹配：换乘时间满足市区向郊
区发散，内/外环到达成都东客站的
时间均在23：00以后。线网匹配调整
后，1号线收车时间延时10分钟，2号
线延时15分钟，3号线延时20分钟。

此外，成都轨道交通集团特别
提醒，7号线作为成都市域首条环
线，其乘车方式与既有的1、2、3、4、
10号线有所不同，乘客出行时须注
意内环列车按顺时针方向运行，外
环列车按逆时针方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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