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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03

一道消防门上了17把锁 追踪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11月中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的意见》，对建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作
出指示。成都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怎么建？

昨日，2018中广联合会城市台地面电
视联盟会议在蓉召开。会上，成都市广播电
台、成都市市县媒体融合服务中心正式对外
发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整体解决方
案》，并透露将于明年打造“橙视融媒学院”，
助力成都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

成都橙视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余中介绍，该解决方案的核心理
念就是“三向融合”，分别是横向融合解决
生产问题、垂直融合解决传播问题、跨界融
合解决发展问题。此外，方案将以“中央厨
房”内容生产系统及“融媒e管家”多终端管
理系统为“双核”，分别解决县级融媒体中
心的内容生产和管理问题。

县级融媒体中心能给市民生活带来什
么改变？橙视传媒副总经理兼首席内容官
赖晓莉表示，从传播角度上，区、县媒体的
内容会更丰富、形式会更活泼，比如采用AI
的应用、5G时代的新传播手段等，用户体
验得到优化。“另外，从媒体功能上，融媒体
时代一定是双向互动，要强化媒体的服务
功能。对于老百姓来说，如果有想法，可以
直接和记者、编辑进行交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鑫

“楼顶的违建大概有 5000 平方
米，之前里面堆放了价值上千万的纺
织品等货物。”成都市城管委执法总队
第五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王东峰介绍
说，这些违建不仅影响市容市貌，更是
巨大的安全隐患。

昨日上午，在北站东二路荷花池
市场的楼顶，三四十个工人正在对违
建进行拆除。“这些屋顶的盖板，就是
两层铁皮夹一层泡沫。”四五个工人配
合着，将一块十多米长、约一米宽的盖
板，从屋顶拆卸下，放置在了地上。

接下来，成都可能会借鉴其他城
市的应对措施，例如对全城违建进行
摸排，建立台账，拆除一处消除一条，
逐步降低已有违建的数量。

“楼顶的违建约 5000 平方米。从
26日开始拆除，目前拆除了近3000平
方米。”王东峰介绍说，这些违建主要
是堆货的仓库，以及少量办公室和小
型加工作坊。而之前这些仓库中，堆放
了价值上千万的纺织品。

王东峰指着墙角裸露的电线说，
违建房屋的相关设施有很多不规范的
地方，堆放的又是易燃品，加上该违建
位于荷花池核心商业区，因此存在重
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部门多次下达整
改通知，群众多次投诉，反映强烈。

在违建房屋内，四五个工人正配
合着，将一块十多米长、约一米宽的盖
板，从屋顶拆下，转运放至地上。“这些
屋顶的盖板，就是两层铁皮夹一层泡
沫。”除了盖板，违建的墙体大多为木
制，宽度约六七厘米。“刮大风的时候，
这些楼顶的违建尤其危险。”王东峰一
边说，一边用手握住钢架结构违建房
屋内的一根支撑柱。几下幅度不大的
摇动后，支撑柱与屋顶的接头处出现
了松动。在少量违建中，还能看到办公
桌椅等物品。

“我们每天安排三四十人进行拆
除，整个拆除工作预计会持续一周。”
王东峰表示，拆除楼顶的违建，相对来
说比较麻烦，因为受场地限制，无法使
用机械，只能人工拆除。

“从群众举报，到进行拆除，中间
历时近两年。”王东峰告诉记者。

王东峰表示，楼顶这么大面积的违
建，在他的印象中，应该是近几年成都
城区最大的。据了解，此前市规划局接
到群众反映，立即展开调查核实，调查
发现荷花池市场5层楼顶搭建的房屋，
没有相关规划审批手续或房屋产权证
明，属违法建设，依法开始了执法程序。

经过市城管总队五支队和属地执
法部门的多方工作，违建仓库的拆除
工作于11月26日正式启动。“除了拆
除，后期我们还会联合属地执法部门，
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不会出现反弹。”

王东峰称，接下来成都可能会借鉴
其他城市的应对措施，例如对全城的违
建进行摸排，建立台账，拆除一处消除
一条；同时加大巡查力度，在确保无新
增违建的情况下，逐步降低已有违建的
数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5000平方米！
荷花池市场
楼顶违建开拆

咪咕展区
配有会议室的咖啡店

除了看体育赛事的 4K 直播
外，咪咕展区还专门展示了一种

“新场景”——有会议室的咖啡
店。记者在现场看到，咪咕咖啡店
的外观和普通咖啡店无异，能够
提供多种品类的咖啡。但不一样
的是，这个咖啡店还带有“桌子+
沙发+电视”的会议室。

咪咕音乐相关负责人表示，
咪咕咖啡店正计划在全国开设这
样的门店，成都将是西部的首批
城市之一。

腾讯视频展区
可识别上百物体的机器人

在腾讯视频展区，一个名为
“悟空”的机器人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它拥有 14 个舵机关节，多种
应激小动作、跳舞、武打、摔倒自
主爬起等灵活表现，同时还能实
现智能沟通，通过语音交互进行
天气查询、百科搜索、音乐播放、
闲聊资讯等。

除了肢体灵活、表情灵动，
“悟空”堪称“舞霸”。在教育场
景中，“悟空”还可识别上百种物
体，并能识别海量绘本资源，为
儿童解答百科知识，播放儿童故
事、热门儿歌、唐诗宋词等教育
内容。

bilibili展区
这里全是弹幕！

爱看视频的人一定都听说过
“b站”，这一次bilibili也在成都布
展，主打元素是该产品最为人熟
知的“弹幕”——在展区门口，一
系列热门网络词语勾起观展人的
兴趣；而走进展区，右侧一块巨大
的屏幕正在展示国庆期间的一部
影像，上面不断涌现“祖国生日快
乐”等弹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实习生 曾那迦 摄影记者 陶轲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新建成都至贵
阳铁路乐山至兴文段（简称成贵铁路四川段）
完成线下工程施工，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据了解，成贵铁路将分段投运。此次成贵
铁路四川段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向其正式开
通更近了一步。成贵铁路全线预计将于2019
年拉通运营，成都至贵阳的铁路运行时间将
压缩至3小时左右。

时速250公里
今后可坐动车跑川云黔三省

成贵铁路全长约632公里，为铁路客运专
线，设计时速250公里。其中，成贵铁路成都至
乐山段已于2014年12月先期开通运营，也就
是成都市民们熟悉的成绵乐客专。

成贵铁路乐山至贵阳段为新建线路，从
乐山站引出后，向东经四川省的犍为县、宜宾
市、长宁县、兴文县，云南省的威信县、镇雄县
以及贵州省的毕节市、大方县、黔西县，最终
进入贵阳市区。

目前，成都至贵阳的动车组列车经成渝
高铁或成遂渝铁路、渝贵铁路运行，最快需要
3小时36分钟，且不经过川南地区，运行线路
长度约 650 公里；而成都到贵阳经过川南自

贡、宜宾、云南昭通地区的普客列车，运行时
间仍然长达18个小时。

成贵铁路的开通运营，将结束川南没有
动车的历史，成为四川省南向最快捷的铁路
出海大通道。届时，成都到贵阳时空距离有望
进一步压缩，按照时速250公里计算，成都至
贵阳直达的动车组只需要3小时。

同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中兰（西）广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贵铁
路在成都与西成高铁相连，在贵阳与贵广铁
路、沪昆高铁相连，不仅承担着西南地区省市
间的城际、区（县）际客流运输功能，同时兼顾
西南、西北地区与华南地区的长途客流运输
功能，将让沿线3600多万人口获益，对推动沿

线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成贵铁路四川段先开
250km/h“复兴号”将试跑

据了解，本次联调联试涉及的成贵铁路
四川段，为成绵乐客专终点乐山市至宜宾兴
文石海段，正线全长 225 公里，设乐山、犍
为、泥溪、屏山、宜宾东、长宁、兴文石海共 7
个车站。

一条新建铁路从建成到开通运营，需要
经历静态验收、动态验收、联调联试等多个重
要阶段，联调联试的开始，标志着成贵铁路四
川段距离正式开通运营又近了一大步。预计，
该段将于明年第一季度内先行开通。

另外记者了解到，本次验收涉及的成贵
铁路乐山站至兴文石海站，也将作为时速250
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试验段，用于收集运
行数据，以便研究制定“复兴号”动车组定型
生产的中国标准。

铁路部门提醒，联调联试期间，试验列车
将高速往返于试验区段，沿线群众切勿做出
危害铁路运输安全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对破
坏铁路设施、干扰联调联试工作的各类违法
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南下出川 时速250公里
成贵铁路四川段昨起联调联试

成都商报带你
网络视听新节目与技术展交会

逛

28日，在成都举办的第六届中国网络视
听大会上，《视听节目著作权司法保护实务综
述及大数据分析白皮书（2013-2017）》（以下
简称《白皮书》）也进行了发布。这是全国首份
视听节目领域司法实务白皮书。白皮书共收集
45701件相关案件的信息，梳理和分析了近年
来备受关注的影视节目、综艺节目、网络游戏
直播/转播节目和体育赛事节目四大热点领域
的著作权纠纷司法审判数据。

《白皮书》首次选择以司法审判实务大数
据分析作为观察视听节目行业发展的创新视
角，通过数据厘清行业主要痛点。目前，视听行
业的发展虽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在日新月异
的行业版图中，短视频凭借其制作方便、成本较
低、动态表达、即时分享、社交性强等特点，跃然
网上。但视听节目行业的迅猛发展，也伴随着不
断加剧的阵痛。

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维权周期长、侵
权行为泛滥已经成为视听节目行业所面临的
主要痛点。《白皮书》大数据分析显示：2013年
至2017年，法院审结的视听节目著作权侵权
纠纷案件两审的平均审理时间长达6个月以
上，而平均判决赔偿金额却仅为1.5万元左右。

其中，短视频行业中的侵权行为多种多
样，最典型、数量最大的一类是在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的情况下，直接“搬运”、截取、剪辑或
是改编他人的高人气短视频并上传至新的视
听节目平台。部分视听节目平台囿于侵权短
视频能带来大量用户流量，因此对类似行为
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

《白皮书》以往鉴来，提出了突破当前发展
藩篱的可能路径，并对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进
行了展望。梳理了网络音乐版权市场和长视频
市场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的类似问题，总结并
提出形成行业自我约束机制是整肃当前短视
频市场发展乱象的重要手段。

《白皮书》对实务数据的详实收录，对行
业痛点的准确梳理，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有益
探索，都对视听节目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对
短视频行业下半场的发展大有裨益。《白皮
书》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新兴行业从诞生到
趋于成熟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进入下半场
后，前期累积的问题爆发，业内恶性竞争加
剧。行业反思后重新洗牌，形成自我约束规
则，最终实现多方共赢，从而进入良性有序
的发展轨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11 月 28 日至 12
月1日，第六届中国网
络视听大会在成都世纪
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与大会论坛同期举
办的，还有在成都世纪
城新国际会展中心2号
馆举行的网络视听新节
目与技术展交会。正在
紧锣密鼓筹备的展会现
场将有哪些亮点？哪些
黑科技将改变普通人的
视听体验？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前往探馆，揭秘
展交会部分精彩内容。

聚焦四大热点领域
全国首份视听节目领域
司法实务白皮书出炉

成都将打造“橙视融媒学院”
建设市县级融媒体中心

铁门被打开
乐山消防：消防通道必须畅通

在四川乐山滟澜洲一小区通道的
一扇消防门上，竟然被锁了17把锁。11
月27日，该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消防门两侧的别墅区和高层住宅区
本是一个整体组团，因双方在出行问
题上存在分歧，被人为加挂了17把锁。

11月28日上午，乐山市中区消防
大队的执法人员来到小区检查发现，
该大铁门所在位置系消防通道，而消
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此处的门必须
保持常开状态。

经检查，铁门只剩下 15 把锁，其
中左侧有 14 把链条锁并不影响铁门
打开，而中间只剩下1把黄色小锁。物
业工作人员介绍说，27 日晚，物业已
经将中间黄色小锁下面的两把链条锁
打开，黄色小锁的钥匙就在10米外的
门岗室内，可以保证随时打开此门。

对此，消防执法人员表示，该黄色
小锁也不能锁闭，只能挂在门上，一旦
发生火灾，这道铁门才能第一时间迅
速打开。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是发
生火灾时进行安全疏散、消防救援的
通道，平时应保持畅通，不允许占用、
堵塞、封闭。

随后，物业工作人员将该黄色小
锁也取掉，并表示消防安全肯定摆在
第一位，同时将和两边业主积极协商，
争取尽快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2017年6月28日，成贵铁路金沙江公铁两用大桥主拱顺利合龙 摄影记者 王勤

展交会部分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