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年路施工燃气泄漏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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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左右起来做饭的时
候，气来了。”因燃气泄漏导致停气
的万年路附近小区的居民告诉记
者。地铁8号线土建5标万年路站施
工导致附近小区约1500户居民用气
受影响。昨日，记者再次来到出现燃
气泄漏的工地。

“发生泄漏是下午5点零9分。”施
工单位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现场
安全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事发当天
以及前一天的暴雨，施工区域内基坑
的西侧，出现边坡局部滑塌，导致该
处一根直径9厘米的燃气管道的接头
被扯裂脱落，造成燃气泄漏。

“当时声音大到打电话都听不到
声音，大家都用手捂住了耳朵。”离燃
气泄漏点大概十多米远的一家商铺
老板告诉记者。施工单位现场安全负
责人表示，泄漏发生后，他们立即报
警并启动应急预案疏散工人，同时对

泄漏点进行喷水，稀释泄漏的燃气。
8日下午5点30分，燃气阀门被

关闭。然而由于稀释燃气大量水的
冲刷，之前损坏的边坡，再次出现了
滑塌现象，导致燃气管道断裂。随后
到达的成都燃气抢险人员，于当日
下午6点10分控制住了险情。经多方
努力，当晚10点20分，损坏管道抢修
完毕。但根据城市燃气管理有关规
定，为保障客户安全，须于次日早上
6点半后方可恢复供气。

记者在现场看到，已恢复通气
的燃气管道下方有铁支架作为保
护，同时在上方还进行了悬吊保护。

“我们已经对边坡进行了加固，下雨
天会专门进行排查，确保不会再出
现类似的问题。”施工单位现场安全
负责人表示，除了雨天，平时也会加
大巡查的频率和人数。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成都“四大名旦”之一：
银花丝技艺

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坐落于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
园，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现代化创新型制药企业。产品

主要涉及儿童药物、静麻重症药
物、心血管药物、肿瘤药物等领
域，其中儿童药物和麻醉镇静药
物具有全国领先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在美国西雅图全资设立研发
公司，在中国配套开发与生产。

成都金银平填花丝是成都“四

大名旦”中最鲜为人知的工艺。
2008年6月7日，银花丝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其制作已有2000多年历
史，起源于汉代，成熟于唐，明清时
期到鼎盛。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
凤凰山及贵州清镇等汉墓中，乃至
朝鲜平壤、蒙古诺音乌拉古墓中都
曾发现署有“蜀郡西工”、“成都郡
工官”戳印的金银器。金银花丝技
艺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平填”技术，
无胎成形，艺人们根据设计图稿，
采用不同粗细的金银丝，先制作出
图形边框，再用不同的技法对中间
的图纹进行填充和编织。

军工企业转型的成功范例：
成都前锋

作为全国军工企业转型的成
功范例，前锋的品牌经久不衰，成
为成都品牌常青树之一，曾入选
央视《品质》栏目。在成都市场，厨
电产品超过4成为前锋制造，前锋
热水器产品占到了50%的市场份
额。前锋燃气热水器和燃气灶具

均荣获了“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2007年，前锋商标获得中国驰名
商标；2016年被评为全国厨房电
器行业质量领军企业。

作为一家国际领先的空中互
联网高新技术企业，成都云晖航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时间推出
了机上Wi-Fi娱乐平台，为乘客提
供机上娱乐系统wifi联网及局域网
内容，并将以此为契机进军“互联
网+航空”领域，抢占空中互联网入
口。目前，公司的客户有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
司、厦门航空公司、西藏航空公司、
四川航空公司，以及欧洲航空公司
等。云晖航空科技是中国首家获得
机上娱乐系统硬件设备商松下、泰
雷兹软件开发授权的企业。

除了以上这些品牌（产品），
成都商报诚邀广大读者推荐心目
中的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成都造品
牌（产品）。读者可关注“成都商报
财经发布”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
言进行推荐。

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和这次来招聘会的大多数退役
运动员一样，皮划艇退役运动员闻
浩是第一次走进招聘会现场。他虽
做到了国家健将级，获得过全国锦
标赛中的前三名，但退役后的转型
是不易的。好在，从这场招聘会开
始，四川省的退役运动员们，有了专
门的求职转型的平台。

8日下午，四川省首届退役运动
员专场招聘会在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太平寺校区举办。全省退役待安置
运动员272名，有191名报名参加了
招聘会。

冷门项目运动员
退役后转型机会难寻

29岁的闻浩，退役已有4年。他14
岁开始训练皮划艇，十几年的时间
里，成长为国家健将级运动员，并取
得过全国锦标赛中的前三名。退役后
的转型，闻浩说，对皮划艇等冷门项
目运动员而言，机会太难寻了。

闻浩如今在广安担任休闲皮划
艇教练。他说，当年退役时几乎没有
工作机会，是有队伍刚好缺教练，他
被推荐临时顶上的。而更多的队友，
没有做和本专业相关的事业，“都去
转行干别的了”。

听闻有这场招聘会，曾经的教
练组织自己和原来的十几名队友一
起来到了现场，看了一圈，虽然皮划
艇教练只有一个绵阳的岗位，但现
场还有许多的岗位是策划类、体育
文化类等，更重要的，这是专门给退
役运动员的机会。

企业：首次吸纳运动员群体
大多运动员上岗前要先培训

“我们是第一次招运动员”，成
都洪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副总于
坤告诉记者，公司以跆拳道等项目
的培训为主要业务，但还没招聘过
退役的专业运动员。

记者在现场询问了十余家单
位，几乎都是首次对退役运动员进
行招聘。于坤说，招募到退役运动员
后，将进行一年左右的培训再上岗。
四川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的朱雪荣也告诉记
者，大多退役运动员招募进来之后，
将先开展培训。

招聘会开始一个小时左右，朱
雪荣已收到了十余份简历，其中一
半是跳水、皮划艇、曲棍球等普及性
相对不强的项目的退役运动员。

记者发现，现场收到简历最多的
单位之一，是眉山市公安局。眉山市
公安局招募特巡警勤务岗位20人，招
聘会开始半小时左右，已收到了大约
90份简历。眉山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
任陈建忠告诉记者，这次的招聘，是
单位对退役运动员人才的引进。

建立服务平台
解决退役运动员求职转型难

据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2018年6月，我省有在编运动员
824名，其中在训运动员552名，退役
待安置运动员272名（其中职业转换
过渡期113名），此次参加招聘会的
退役运动员，涉及20余个项目。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四川省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优秀运
动员退役，因技能单一、缺乏社会经
验，没有统一、精准的就业服务平
台，转型求职较难。与此同时，一些
急需体育专业人才的用人单位，也
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统一、能及时发
布体育人才信息的服务平台。

省人社厅与省体育局联合举办
专场招聘会，“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
精准、更加有效的对接服务平台，更
好地解决退役运动员就业难和用人
单位招人难这一就业结构性矛盾。”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60余家单位
参与招聘。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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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装：竹编意象融入窗棂
内部：升降舞台见雏形

走进一环路城市音乐厅的施工
围挡，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远观可见，和今年上半年相比，
城市音乐厅的形象又向设计效果图
靠近了一大步：建筑的外立面被藕白
色的花岗岩砖覆盖，显得现代大气。
蓝色的窗棂呈网状编织状，项目经理
廖靖告诉记者：“这个灵感来源于四
川的传统编织工艺，外装饰呈现竹编
灯笼的意象。”

记者跟随廖靖走进脚手架四立
的建筑内，看到内部很多墙面也贴上
了黄白色的大理石砖。“这里是歌剧
厅，那边是音乐厅，旁边这里是一个
旋转楼梯。”上了三楼，廖靖边走边介
绍已大致成型的音乐厅构造。

走进面积最大的歌剧院，一个
400多平米的“深坑”出现在记者眼

前。“这是可升降舞台。”廖靖表示，今
后舞台可根据不同的效果需求升降，
他又指向舞台前方的一个“凹槽”，

“这是乐池，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乐队
就在这里演奏。”

记者看到，目前歌剧厅、音乐厅及
共享大厅几乎都已能被大体识别出
来，距最终成品的样子已不远了。

可视化模拟搭建
每块砖都有编号

在参观过程中，吸引记者注意的
是，无论是已贴上墙面的砖、还是堆
放在地上待铺的砖，都贴了一张独一
无二的编号。

“这些砖的位置，我们在建模时
就定好了，每个编号都有对应的位
置。”廖靖告诉记者，这些大理石砖都
是从希腊进口的自然石材，编号是为
了让装修更加精细。“因为自然石材
颜色不太统一，我们把颜色相近的贴

在一起就可以控制色差。另外建筑内
部设计了很多弧度，只有符合弧度的
砖贴在相应的位置，才能使让弧度更
流畅、连续。最后安装起来也更高效。”

记者了解到，音乐厅项目在施工
过程中全程引入了建筑信息模型，俗
称虚拟施工。“以往施工图都是平面二
维图，音乐厅项目施工图全变成立体
三维图。”廖靖解释，通过搭建BIM协
同平台，可以涵盖设计和施工管理中
的所有信息，实现共享，以合理优化施
工方案、节约工期，有效控制投资。

同时廖靖介绍，城市音乐厅正在
努力创建绿色三星建筑，这是中国绿
色建筑评估标准中的最高级别。

减震措施保音质
可享受近乎无瑕的音效

“颜值”之外，城市音乐厅在“音
质”方面也花了不少心思，每一块“肌
肤”都经过了特殊处理。

廖靖指着还未封顶的天花板面
告诉记者，“这些管道都加了减震弹
簧、减震吊架、减震橡胶等，以避免流
体经过时产生的低频振动传入演厅
内。”另外他介绍，演厅的隔墙中也加
了吸音棉，就算一环车流来来往往，
厅内的分贝也不会超过25分贝。

记者了解到，建成后的音乐厅将
形成1600座歌剧院、1400座音乐厅、
400座戏曲厅以及200座小型室内演
奏厅的规模，同时设置有20间培训教
室，3个多功能排练厅，满足艺术培训
等辅助功能。本底噪声更是可达到世
界先进的NR15标准，观众可享受近
乎无瑕的音效。

廖靖告诉记者，下一步，随着项
目的加快建设，在音乐厅前大约30米
宽的文化广场，以音乐喷泉加景观叠
水构成的水景，也将陆续向广大市民
呈现。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实习生 张鑫蕾 摄影记者 刘海韵

8月9日，记者从市征兵办获悉，在
今年女兵征集的工作中，成都共有500
余人参加正式体检，预计征集女兵110
人左右。其中，参加正式体检的，有
80%为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其
余20%也是今年高中刚毕业，已经拿
到了录取通知书的预备大学生。

据成都市征兵办公室参谋林明
琪介绍，今年成都市有近3000名适
龄女青年报名参军，其中有1135人

通过网上初选，并进入初检环节，初
选人数为历年最多。最后，有500余
人通过了初检，进入正式体检的环
节，预计征集女兵110人左右。

记者在体检现场看到，女大学
生们被问到为什么参军的时候，不
少都显得很开心，来自四川卫生康
复职业学院的大一学生李越香说，

“感觉很自豪吧！特别想去当空军。”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今年9月，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开幕式将登陆蓉城，一大批
全国各地的顶尖黑客、网安人才和
团队也将齐聚成都。作为全国首批、
中西部唯一的“中国软件名城”，成
都吸引了全球软件10强企业6家落
户，同时也是国家重点布局的网络
安全三大基地之一，成都是如何打
造网络安全“生态圈”的呢？

8月9日，记者从市网信办获悉，
成都目前已经先后出台了《信息安
全产业专项资金补贴》等10余项政
策支持网络安全发展，继续在基础
软硬件、网络安全产品、网络安全服
务与集成、网络安全科研人才等方
面布局，巩固和发展成都在全省网
络安全版图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全市已经形成了995个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清单，通过研发多类
型的技术监管平台，从“被动补救”向

“主动防御”转变，实现了7x24小时不
间断在线安全监测、预警通报、跟踪
处置等。先后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
会、西博会等30余场次在蓉举办的重
大活动提供网络安全保障，成功应对
多起大型新型勒索病毒攻击事件。

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经
过多年的努力，我市网络安全发展
已初具规模，但仍需在自主可控技
术、工控系统核心技术等方面继续
创新、持续发力。

据悉，市网信办将启动复合型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并借
助中国网安、阿里巴巴等知名互联
网企业网络安全实战能力，培育成
都网络安全技能型专业人才。同时，
依托在蓉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快网
络安全领域高端人才培养，建设多
层次网络安全人才体系。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500余人参加正式体检
成都今年应征女兵清一色“大学生”

聚焦网络安全“生态圈”
成都已出台10余项网安政策

大雨冲刷 基坑边坡滑塌导致燃气泄漏
昨日早上七点左右，万年路已恢复通气

设计灵感源自四川传统编织工艺

成都城市音乐厅外装基本完成

对正在着力打造国际音乐
之都的成都来说，位于一环路
南一段内侧、四川音乐学院之
南的成都城市音乐厅有着标志
性的意义。自2016年10月开工
建设以来，经20个月紧张施工，
昨日传来了好消息——在主体
施工全部完成的基础上，音乐
厅的外部装饰已基本完成。

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花岗
岩的大面积铺装完成，城市音乐
厅别致的“脸蛋”揭开了神秘面
纱。据介绍，音乐厅的内装也已完
成50%，机电安装已完成75%。
根据计划，城市音乐厅的首演将
在今年底拉开大幕。

条线路乐游成都
享餐饮购物汽车多领域福利

“消夏耍成都”消费指南上线

○○美食之都美食之都
囊括赖汤圆、钟水饺、龙抄

手、夫妻肺片、陈麻婆豆腐、张老
二凉粉、盘飧市、粤香村等在内的
成都19家中华老字号，推出“盛夏
送清凉美食月”，外地游客可以享
受9-9.5折优惠套餐及宴席。包含
红杏酒家、皇城老妈、成都映象、
大龙燚、蜀九香、烤匠等在内的成
都好吃嘴们耳熟能详的知名餐饮
店，同样推出菜品8.8折活动，邀请
外地好吃嘴们来蓉。此外，大妙火
锅、壹小馆、蜀大侠、炊二哥等也
推出5折到9折不等的优惠，回馈
消费者。

○○购物之都购物之都
成都远洋太古里、成都IFS、环

球中心、伊势丹……带来一个个
展览与聚会，惊喜与狂欢，让你感
受成都的潮流脉动。

从7月开始持续至今，方块动
物乐高艺术展、昆虫奇妙市集让
很多游客大呼神奇，福利让利掀
起的以“折”服人，让很多游客禁
不住“买买买”，接下来还将有更
多的优惠活动、福利让利放出，敬
请关注。

○○汽车之都汽车之都
全国汽车保有量第二，由国内

外大型汽车工业项目组成的龙泉国
际汽车城，整车生产已突破150万
辆。“消夏耍成都”2018活动发起汽
车消费促进月活动，知名4S店及二
手车经销商多重让利，涉及林肯、玛
莎拉蒂、别克、JEEP等多汽车品牌。

你是资深“成都控”吗？
答10道成都“考题”赢“奖学金”

你是成都控吗？你对成都了解
吗？8月9日，10道关于成都的“考
题”H5，在“消夏耍成都”2018活动
中上线，10道题目“检验”你对成都
的了解，答对者还有“奖学金”可
拿。

博古通今的你，快来试一试
吧！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非物质文化遗产：银花丝技艺
作为“消夏耍成

都”2018成都夏季旅
游购物美食节活动
的子活动，十大“最
受消费者喜爱的成
都造品牌（产品）”评
选活动日前正式启
动。今日，成都商报
推荐的成都造品牌
是：四川百利药业、
成都前锋，成都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推荐的成都造品牌
（产品）是：成都金银
平填花丝和云晖航
空科技。

成都城市音乐厅外部装饰已基本完成

扫码一览电子版
消费指南

扫码答题
赢“奖学金”

8月8日，随着第十二届
中国品牌节开幕，“消夏耍成
都”2018成都夏季旅游购物
美食节消费指南也同步发放，
首批2000份纸质指南已经分
发过半。指南中，推出9条“新
旅游·潮成都”夏季特色主题
旅游线路。9条线路，9种方式
玩转成都。亲子户外体验游、
乡村田园风光游、蜀地古镇历
史游、养生清新健身游、新潮
田园绿色游、绿色生态休闲
游、都市生态休闲游、芙蓉三
国畅想游、快耍慢活熊猫游。

目前，指南电子版已发
布。下一步，纸质指南将铺设
到成都各大餐饮门店、商超
卖场、景点、旅行社等点位，
发放至来蓉游客手中。

十 大十 大““ 最 受 消 费 者 喜 爱 的 成 都 造 品 牌最 受 消 费 者 喜 爱 的 成 都 造 品 牌（（产 品产 品）”）”评 选 活 动 今 日 推 荐评 选 活 动 今 日 推 荐

金银丝作品《芙蓉熊猫一家亲》

专场招聘会来了191名退役运动员
特巡警勤务岗位最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