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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人工智能+城市管理”新模式

成都将启动城市管理
5大类92项工程

路灯设施老旧容易损坏？公共厕所环境
脏乱？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量有限？垃圾中
转站因“邻避效应”而选址困难……这些城
市管理中的痛点和难点，该如何解决呢？

7月26日，记者从成都市城市精细化管
理研讨暨产业项目投资说明会获悉，市城管
委推出了5大类92项城市管理工程，其中分
为智能装备、市容环境、景观照明、固废处
置、市政维护等。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了人工智能运用到城
市管理、智慧城管、智慧路灯等领域的行业
前景。

“精细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大课题，探
索才刚刚起步。”市城管委负责人表示，在这
样的背景下，该会议既是搭建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的交流平台，也是打造成都城市精细
化管理产业的招商平台。

实现2020年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当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推进新
一轮产业变革与升级，城市管理也正面临
着全新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
等机遇。那么成都市的城市管理产业要如
何发展呢？市城管委负责人表示，市城管委
将大力实施“城市管理+产业+企业”战略，
加大城管产业项目招商力度，并促进民营
资本向城市管理相关产业投资。将重点发
展生活垃圾环保焚烧技术，探索热电联产
等新技术，实现 2020 年原生生活垃圾零填
埋的目标；力争再建设 2-3 座餐厨垃圾无
害化处理厂，将成都市餐厨垃圾日处理能
力提升到 1000 吨以上；并将加快规划建设
成都长安静脉产业园。

此外，市城管委将探索推广垃圾中转新
工艺、新技术，促进垃圾中转设施建设，建设
新型环保公厕、智能公厕等，探索以商建厕、
以商养厕管理新模式；重点发展城市道路桥
梁维护整治、检测、加固维修、信息化建设等
项目；重点引入景观照明、城市道路照明核
心技术和先进材料，探索引入融合智慧路
灯、物联网、单灯控制等于一体的智慧照明
系统；实施“人工智能+城市管理”工程，重点
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进行
数据资源整合、分析。

人工智能将更多参与到城市管理中

人工智能如何融入城市管理？欧洲城市
是怎么做的呢？据瑞典皇家工学院、长安大
学教授王卫星介绍，欧洲在城市管理中非常
注重公众参与和科技创新，例如：法国提出

“参与性住区”概念；在科技创新推动城市管
理上，瑞典探究出智能垃圾分拣箱等。他表
示，未来的人工智能将更多参与到城市管理
中，例如：垃圾智能分类、机器智能应用公
厕、环卫车自动清扫垃圾和转运等。

记者还了解到，深圳通过“互联网+城市
治理”打造智慧城管的新模式，并通过构建
专门的APP平台，给城管与市民提供了互动
桥梁。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公司副总裁刘
毅表示，随着各大运营商大规模部署5G基
站，预测2020年将全面使用，“5G基站的技
术特点需要密集部署，密度为 50~100 米一
个基站，灯杆将成为5G部署的必要选择，也
将助力一体化智慧路灯灯杆站的建设。”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给子女最多15天护理假
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根据《条例（修订）》，老年人
患病住院期间不能自理的，其子
女所在用人单位应当给予独生子
女每年累计不超过15日的护理照
料时间，给予非独生子女每年累
计不超过7日的护理照料时间。用
人单位应当依法通过集体协商或
者制定规章制度等形式确定护理
照料时间。护理照料期间工资福
利待遇不变。

此外，《条例（修订）》还规定
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任
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正在发生的老
年人遭受家庭暴力行为，应当及
时劝阻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
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
并依法处理。老年人遭受家庭暴
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
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维护老年人消费环境
依法查处传销、诈骗等行为

《条例（修订）》还对维护老年
人的消费环境提出了监管要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
监督管理工作，营造安全、便利、
诚信的老年人消费环境，依法及
时处理侵犯老年人消费权益的举
报投诉。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定期组织城乡社区开展老
年人预防诈骗知识宣传等活动，
及时制止和举报以虚假宣传、欺
诈等方式向老年人恶意推销保健
品、食品、药品、器材等行为。

金融机构对办理转账、汇款
或者购买金融产品等业务的老年
人，应当提示相应风险。公安机关
应当依法查处针对老年人的传
销、诈骗、非法集资等行为，保障
老年人人身和财产安全。

公交免票、医疗机构开绿色
通道等，一大波利好都来了

在社会优待方面，《条例（修
订）》提出，鼓励对非高峰时段乘
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老年人实
行免票，对落实老年人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免票的企业应当给予相
应经济补偿。

车站、机场和港口码头应当
为老年人设置购票优先窗口、专

用等候区以及通行绿色通道。
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的旅游景区，对年满六十五周岁老
年人免收门票；对不满六十五周岁
老年人，在非国家法定节假日免收
门票，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实行门票
半价优惠或者免收门票。老年人凭
身份证或者老年人优待证等有效
证件享受相应优惠。鼓励景区内的
观光车、缆车等代步工具对老年人
给予优惠。景区应当为老年人设置
购票优先窗口、专用等候区以及通
行绿色通道。

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
念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体育
场馆、公园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
应当根据其功能、特点，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向老年人免费或者优
惠开放。

此外，医疗机构应当采取开
设优先窗口或者绿色通道、提供
导医咨询等方式，为老年人挂号、
就诊、取药、结算、转诊、综合诊疗
等提供方便和优先服务。鼓励各
地医疗机构减免老年人一般诊疗
费和院内会诊费。鼓励医疗机构
和医务工作者为老年人提供义诊
服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所属服务窗口、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窗口应当为老年人办理相关
事项提供咨询引导、操作指导、优
先办理、上门服务等优待服务。公
安机关为老年人办理居民身份证
等服务时，应当为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提供上门采集指纹、拍照、送
证等便利服务。

鼓励各类组织和个人
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

《条例（修订）》还提出，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老龄工作的
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为老年人提供
志愿服务的基本制度；对为老年人
提供志愿服务的单位、社会组织、
个人等建立志愿服务档案，探索完
善老年人志愿服务激励机制。

鼓励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依法成立的志愿服务组织、老
年人组织和慈善组织等组织和个
人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

倡导有志愿服务能力和意愿
的老年人通过结对帮扶、邻里互
助，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健
康老年人为失能及残疾老年人服
务等形式提供志愿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成都商报记者从金堂县城乡建设局获
悉，正在开建的成都天府绿道沱江段自行车
高速绿道工程，预算总投资3.7亿元，整个绿
道由自行车高速绿道和人行步道组成，总长
度21公里。该项目建成后，可承办大型自行
车运动赛事，同时可为自行车骑游和沿途群
众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这条依山傍水的林间绿道将连接金堂
县城“金堂之心”城市公园，沿途经狮子沱
码头、舒家湾教堂、云顶石城景区、灵开寺
景区到终点位置淮口洲城大桥。与绿道对
面一江之隔的，即是沱江右岸滨江路及沿
江景观区。

建成后的成都天府绿道沱江段自行车
高速绿道，将为骑游者带来湿地、田园、火
车、山林和滨水等丰富的自然体验，沿途的
渡水、拾趣、望山、读城、赏花、观田、游林、访
古、亲水主题意义鲜明。

据金堂县城乡建设局项目科负责人韦
牧介绍，成都天府绿道沱江段自行车高速绿
道工程分为上、中、下游三个标段。目前，下
游标段已完成清表，将把原有的约4.8公里
村道加宽至6米，在此基础上新建2公里连
接至淮口洲城大桥。后期绿道施工中，将靠
沱江左侧修护肩，靠山体一侧建挡土墙及边
沟，并完成路基、路床和彩色沥青铺筑、交安
设施等施工。
成都商报记者 吴华宇 图片由金堂县提供

与列车、沱江相伴
金堂天府绿道沱江段开建

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10月1日起实施

独生子女将能享受最多15天护理假
昨日上午，四川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全
体会议表决通过了
《四川省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修订）》（以
下简称《条例（修
订）》）。《条例（修订）》
中，最受关注的信息
莫过于子女护理假的
时长。而此次《条例
（修订）》通过，这一信
息也板上钉钉了，老
人生病住院不能自理
的情况下，其子女所
在用人单位应当给予
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
超过15日的护理照
料时间。

《条例（修订）》将
于2018年10月1日
实施。

成安渝高速沉降路段
昨起实行单幅双向通行

7月26日上午，成安渝高速（即G5013渝蓉高速）沉降路
段开始实行单幅双向通行。这就意味着，重庆往成都方向的车
辆不用再通过二绕绕行了。

沉降路段在重庆至成都方向，龙泉山1、2号隧道之间。成
都商报记者从中电建四川渝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获悉，车辆
在出龙泉山2号隧道后，借道成都往重庆方向的车道，通过施
工路段，再回到原车道行驶，进入龙泉山1号隧道。由于打围
施工占用了成都至重庆方向的超车道，过往车辆需注意提前
减速行驶。

据了解，施工路段计划在国庆节前全面完工，届时车辆将
恢复正常通行。

现
场
直
击

现
场
直
击

沿途通行提示
车辆有序通过

26日一早，成都商报记者驾车从成都驶往重庆方向，还未进
入龙泉山1号隧道，沿途就已进行导流。该隧道上方挂有通行提
示：前方1公里处施工，双向通行请提前变道。

在重庆至成都方向，则提前6公里就开始提示，在龙泉山4号
隧道口就提醒过往车辆前方6公里处封闭施工，左幅借道通行，
请减速慢行。再往前走，3号隧道口则提示，施工区域正在测速。原
来，施工区域限速60公里每小时，并竖立了标牌。

沿途锥形桶、水马已连夜设置好，将车道分离，引导车流通
行。26日9时许，成安渝高速与二绕转换的成安渝高速枢纽处封
闭设施打开，沉降路段开始单幅双向通行。记者随后观察到，过往
车辆根据提示提前减速，有序通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打围施工占用了成都至重庆方向的
超车道，两个方向各只有一条车道通行，驾驶员应提前减速行驶，
避免超车，共同维护正常通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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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排钢管减压
挡墙打泄水孔

专家组出具应急处置措施后，渝蓉公司立即组织专业队伍，
于7月20日正式进场施工。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封闭路段中央绿化带被拆除，打
上了两排钢花管，钢花管之间又进行了焊接，加强稳定性。“一排
抗拔、一排抗拉，稳定土体路基，对大开挖临空面做安全支撑”，渝
蓉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

钢花管中央还插着注浆管，四周能看到水泥灌注的痕迹。据
介绍，灌注的是强化水泥，能快速凝固。工人师傅们在进场后争分
夺秒，顶着烈日，终于在前一晚完成打桩和注浆。

这些钢花管最深能够深入地面14米，进而打入岩层，固化泥
土，从而减缓路面压力，保证通行车道的稳定性，同时保证车辆通
行不对后续施工产生影响。

26日上午，现场工人已开始在沉降路段的高边坡挡墙上打泄
水孔。“因为这是水毁路段，要对土壤进行排水”，该负责人表示，
大约两天可完成排水施工。

作为永久处置措施，沉降路段将重新翻挖，然后进行回填；且
坡脚还要实施一排抗滑桩，“这些抗滑桩直径为1.8m，长度超过
20米”。

“我们正在争分夺秒抢通道路，争取早日恢复正常通行”，渝
蓉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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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雨
冲刷路基坡脚致坍塌

此前，由于成都地区多年不遇的连续强降雨，使路基高边坡
坡脚受雨水冲刷，导致龙泉山1、2号隧道之间（重庆至成都方向）
路面先出现裂缝，后发生局部坍塌。

7月14日/ 渝蓉高速路巡人员发现在龙泉山1、2号隧道之
间，重庆至成都方向道路中央出现了长约40米，宽2~5厘米的裂
缝，并贯穿至应急车道。

7月16日/ 裂缝迅速增大，贯通至半幅3条车道和中央绿
化带。渝蓉高速公司向高速交警、高速交通执法部门反映，征得同
意后，封闭此路段，并将车辆从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引导分流。

7月17日/ 封闭路段半幅路面严重坍塌。

7月20日晚/ 开始应急处置施工。

7月26日上午/ 施工路段开始单幅双向通行。
记者了解到，施工路段计划在国庆节前全面完工，届时车辆

将恢复正常通行。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张直成安渝高速沉降路段单幅双向通行

金堂天府绿道效果图

不再
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