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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各地新冠疫苗接种逐步
扩展到普通人群，成都的接种情况如何
呢？4月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实
地探访了成都部分接种点位。

4月9日早上，记者来到成都高新区
中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区），现场看
到在接种点市民们排起了长队，有序等
待接种新冠疫苗。正在排队等待接种的
邓女士告诉记者，她在社区发放的公众
号上，扫二维码预约了9日早上的接种。

成都高新区中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理部副主任罗丹告诉记者，截至目前，
中心已完成了一万余针次的疫苗接种。

“目前获批上市的新冠疫苗，在安全性和
稳定性方面是经过验证了的，所以也是
我们目前抗击新冠疫情最有效的方法。”

随后，记者来到成都市锦江区三圣
街道临时接种点，记者注意到，来到这里
接种的市民会先领到一张现场流程表，
现场将按照流程表上的步骤：扫码测温、
预约登记、接种等流程完成接种，最后将
表交回给工作人员后方可离开。许多接
种完后的市民朋友告诉记者，这个临时
接种点很高效，进来没多久就打完了。

刚刚接种完新冠疫苗，正在休息区
留观的肖女士告诉记者，他们是单位组
织报名来这里预约新冠疫苗接种的，今

天刚刚打第一针，感觉和平常打针没什
么区别。肖女士告诉记者，这个临时接
种点的流程很清晰，全程仅仅需要5分
钟左右。

街道办副主任冉晟告诉记者，该接
种点是第一天正式开始使用，为了保证
接种现场秩序可控有序，他们在前期做
了一些宣传动员工作和摸排工作，把有
意愿接触群众的数量姓名收集上来。冉
晟告诉记者，只要是年龄在18-59周岁之
间，身体健康的市民都可以来报名登记
和接种新冠疫苗。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身
体条件是否符合接种条件可以直接来现
场，现场会通过预检筛查的方式判断是
否适合接种，如果符合可以当场接种新
冠疫苗。另外，辖区人员来这里接种新冠
疫苗，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预约方式：

一、通过所居住小区的物业公司登
记预约；

二、可通过所居住社区，在社区预约
登记；

三、没有居住在此，但属于辖区管理
人口的，可以通过单位的方式登记。

冉晟告诉记者，临时接种点从接种
疫苗的安全程度、流程和疫情防控等，全
部照标准来做，会持续办下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成序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089期开奖结果：245，直选：9491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6：44736注，每注奖金173元。（33007839.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89期开奖结果：24555，一等奖104注，每注
奖金10万元。（340912788.6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39期开奖结果：070284+14，一等奖：1注，每注
奖金500万元；二等奖：7注，每注奖金105656元；三等奖：17注，每注奖金3000元。
（195906819.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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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成都新冠疫苗接种点

从排队到接种
五分钟左右完成

一条街的绿化都被打围，但在长达
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施工，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近日，家住成都市锦江区三圣
乡牡丹街四海逸家·华府的刘先生向记
者反映，其居住的小区外绿化带从2019
年被打围后，迟迟未见施工。并且由于围
挡护栏的存在，占用了一定的通行道路，
对周边居民出行造成了影响。4月9日，记
者进行了走访。

市民疑惑：
为何不等施工计划确定后再打围？

9日上午，记者前往刘先生所在的小
区发现，在小区外靠近海棠路一侧，确实
有围挡护栏存在，几乎将小区靠近海棠
路一侧全部包围，长度达到数百米。该围
栏设置在人行通道上，仅留下了一米左
右的通道。透过护栏可以看到，围挡内部
是花草树木等绿化，但部分植物已经枯
萎，还存在部分垃圾。现场没有任何准备
施工的迹象，并且围挡护栏上也没有项
目施工公告信息。

“这个地方打围一年多了，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迟迟不进行施工。”刘先生告诉
记者，在他的印象中，此处是在2019年打
围，但打围后并没有任何施工“动静”。
为此，他曾在去年拨打市长热线投诉，
相关部门反馈称打围是为了进行市政改
造。“如果是市政改造，我可以理解和支
持，但打围后迟迟不进行施工，就不能理

解了。”
居住在四海逸家·华府的居民张女

士，同样对此处“围而不建”不理解。“以
前这里面是一大片绿化，现在围栏挡住
了，不仅用不了绿化，还影响了环境。”张
女士说，由于围栏的存在，几乎没人对绿
化进行维护管理，一些枯萎的植物腐烂
后便会发出臭味。“特别是夏天，有时候
经过此处便可以闻见。”

在张女士看来，施工区域封闭起来，
或多或少会对市民造成一定的影响。“如
果施工单位长时间没有施工计划，为何
不把围栏进行调整，等确定施工计划后
再打围。”

四海逸家·华府物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小区外绿化并不是物业打围，而是
由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2019年
底实施，目的是为了市政绿化整改项目。

兴城集团：
前期规划调整，将尽快实现开工

记者联系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前期该打围区域因规划调整，
在2020年7月经控规优化公示后最终明确
为公共服务建设用地。“根据最终规划方
案，兴城投资集团立即将其纳入了2021年
建设计划，并严格做好建设前的日常维护
工作至今。”据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一季度以来，
结合集团建设任务安排，目前正有力有序
做好该区域建设的计划编制、任务下达等
工作。“集团将全力推进开展项目前期工
作，确保尽快实现开工。”

目前成都正在集中开展占道施工及
围挡管理执法专项整治。那么，对于这样
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理？“目前，我们正在
对辖区内类似情况进行摸底。”成都市锦
江区成龙路街道城管执法中队队长黄敏
建告诉记者，在摸底结束后，将联系各业
主单位，根据各业主单位的具体情况，尽
快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摄影报道

入盟
门口贴“对外开放”标志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们
的厕所方便用一下吗？”“可以的，
这里走过去就是。”在锦江区牛王
庙巷内的一个茶楼门口，有市民
正在询问。“我们的店门口贴有厕
所‘对外开放’标志，市民有需要
都可以进来免费使用。”店内工作
人员说。

“刚好看见门口的标志就进
来问问，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张
女士笑着说，“社会厕所免费对市
民开放真不错，这样外出再也不
用担心找不到厕所了。”

据了解，在加入“厕所联盟”
以前，该店的厕所一直对外开放。

“为了让大家有个良好的如厕环
境，我们的保洁阿姨会不定时进
行卫生清洁，保证厕所随时都干
净整洁。”店内工作人员表示，他
们还在厕所内设置了“当心滑倒”
标志，提醒大家注意如厕安全。

在距离茶楼几百米处的一家
酒店，也是“厕所联盟”的一员。

“我们酒店的厕所在营业时间段
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周边小区居
民和过路的行人都可以免费使
用，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酒店

店长陈芳说，“能够为市民提供帮
助，我们当然是十分乐意的。”

在成都的“厕所联盟”里，不
仅有商家、店铺的厕所，不少街道
办、社区等行政单位、企事业单位
内部厕所也在其中。成华区万年
场街道办事处位于成都槐树店一
路，该片区新建小区较多，配套设
施还在完善中，区域内公厕较少。
万年场街道办事处则将其办公区
内的厕所进行免费对外开放，方
便市民使用。

摸排
有意入盟的已有600余点位

据悉，2017 年“厕所革命”全
面实施以来，成都市新建改造各
类公厕2700余座，城乡人居环境
显著改善，全市建成区公厕平均
密度提升至约4.6座/平方公里。

为破解部分区域公厕数量不
足、分布不均的难题，成都市遵循

“配套建设为主、改造完善为辅、
存量厕所为补充”的原则，启动

“厕所联盟”专项工作，鼓励社会
公厕加入“厕所联盟”，盘活厕所
存量，最大限度解决人民群众如
厕难的问题。

目前，这项工作调查摸底阶
段已完成，“5+2”城区共摸排出质

量较好、加入意愿较强的厕所点
位600余个。为全面提升厕所管理
水平和如厕整体环境，进一步加
快推进“5+2”中心城区“厕所联
盟”，2021年“厕所联盟”规模将逐
步扩展至约1000座。

下一步
将在百度地图标记入盟点位

小厕所，大民生。对于“厕所
联盟”这个新事物，城管部门该如
何管理？据悉，加入联盟的单位和
个人都要在厕所的醒目位置张贴

“免费对外开放”标志，方便市民
寻找。

在静居寺路沙河边，跟着标
志很容易就找到了一座加入联盟
的厕所，保洁人员正在进行公厕
保洁。这名保洁员叫张淑云，她是
半岛春天河鲜馆的保洁人员，厕
所的卫生都由她负责，除了每天
进行日常保洁，她还会定期用药
物对厕所内外进行消杀。

“他们家厕所的环境卫生一
直还不错，最近几次考核都是合
格。”锦江区沙河街道办事处工作
人员说，根据签订的《“厕所联盟”
协议书》，他们会按照《免费对外
开放厕所检查考核标准》定期组
织监督检查，90分以上为合格、80
分以下则为不合格。

与此同时，为保证商家的合
法权益，入盟者可在厕所醒目位
置张贴“免责声明”，提醒如厕群
众自行负责人身安全，免除入盟
单位的后顾之忧。另外，对入盟的
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也会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贴。

下一步，成都还将实现“厕所
联盟”与现代互联网的无缝对接，
使入盟厕所全部在百度地图上标
记出来，市民只要输入关键词，就
能就近找到厕所。

相关部门向厕所使用者发出
倡议，希望大家在方便如厕的同
时，爱护厕所公共设施和环境卫
生，注意自身安全，文明如厕，共
同维护好公共秩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城市道路就像人体血管，围挡则如血管中一个个小“血栓”，阻碍血
管畅通。

近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召开占道施工围挡管理工作专题会议。4月8日
起，成都将集中开展占道施工及围挡管理执法专项整治，将持续到今年10月
底，严查违法占道施工及围大建小、围挡超期、围而不建、围挡污损等问题。

今日起，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将推出一组“围挡曝光”案例，实地走访围
而不建、超期占道点位，督促相关点位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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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三圣乡这条街
一年多“围而不建”？

兴城集团：规划调整所致，尽快开工

围挡曝光台

女子被三轮车拖行几十米
公交司机奋力追赶喝止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他5000元正能量金
今年3月28日下午2点过，成都

双流巴士公交公司803路司机段绍
伟像往常一样，驱车从地铁华兴站
向双流客运中心站行驶。当行至桂
花路口时，遇到行人通过，他停车
礼让并左右观察路况。此时他看
到，前方有一名中年妇女正与一名
三轮车师傅发生口角。突然，三
轮车师傅驾车离开，中年妇
女手还抓着车厢，瞬间被
挂倒在地上，并被三轮
车拖行。“哎哟！哎哟！”
这位妇女紧紧抓住车
厢，嘴里还不停地发
出呼救声，而三轮车
师傅根本没有理会其
大声呼救，驾车拖行着
她准备穿过十字路口。

看到这一幕后，段绍
伟在公交车上大声呵斥三
轮车师傅，要他停下。随后，
他将车停放在安全处后，冲下车
跑向正往前行驶的三轮车。最后，
段绍伟和市民群众合力把三轮车
拦停在路边，中年妇女脱险被送医
治疗，三轮车师傅被警察带走。

颁奖：
他一声大吼，拯救了两个家庭

段绍伟的勇敢举动获得不少
网友点赞，也引起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公益平台的关注，其工作
人员特地联系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希望联合奖励他天天正能量
特别奖及5000元正能量金。

“他用满腔热血和心中的本
能，捍卫了一座城市的正气！”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表示，眼
见恶行上演，段绍伟第一时间冲上

前去，为社会正义和他人安危截停
车辆、控制肇事者，这是根植于内
心里的正义感使然。岗位之上，他
将乘客平安送达目的地，岗位之
外，路见不平肝胆相助。这次行侠
仗义，不仅写在受助者的感谢中，
更铭刻进我们的心里。

在给段绍伟的颁奖词中阿里
天天正能量写道——光天化日，
一个生命在街头被残忍拖行；奋
不顾身，他怒喝之后狂奔上前，救
陌生人于生死之间。路见不平一
声吼，果断出手不迟疑，他成功避
免了一起悲剧，也拯救了两个家
庭。热血勇敢，自带侠气，这样的
你值得万千敬意！奖励致敬，也为

所有出手的路人点赞，谢谢你们，
守护了一个无助的路人，也守护
了一座城市的安全感。

感言：
没考虑太多，只想救人

据了解，事后受伤妇女家人
经过多方打听，获得段绍伟的联
系方式，发来红包表示感谢，但被
段绍伟婉言谢绝了。

4月8日，记者联系上伤者家
属。对于公交车司机段绍伟和路
人的帮助，伤者表示万分感激：

“如果不是大家奋不顾身帮我把
三轮车拦下来，后果不堪设想，是
他们救了我的命！”

得知获奖后，段绍伟表示，特
别感谢阿里天天正能量的肯定，

“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想
救人。”段绍伟透露，事后周围人
担心他被打击报复，段绍伟本人
却不怕，“我做了我该做的事！”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是阿
里巴巴集团联合本报在内的全国
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大
型网络公益项目，以“传播正能
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致力于
打造社会正能量传播的公益开放
平台。截至目前，“天天正能量”已
累计投入8000万元，奖励9000余
人，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3月28日下午，在公交车上目睹女子被拖行，段绍伟大声呵斥三轮车师傅
（监控视频截图）

免费共享免费共享
成都“厕所联盟”
今年扩至1000座

走在路上突然内
急，街边宾馆、茶馆、网
吧、办公楼等里面应该
有厕所，但这些厕所对
外开放吗？

4月9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
都市城管委获悉，今年
成都“厕所联盟”将逐步
扩展至约 1000座，开
启免费共享模式。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成
都已有390个街道办
社区等机关事业单位、
120余个商家对外开放
厕所。

“厕所联盟”就是按
照“合理布点、查漏补
缺、试点先行、稳步推
开”的原则，鼓励沿街经
营性场所（宾馆、商场、
餐馆、茶馆、咖啡馆、网
吧、公共写字楼、办公楼
等）和街道办、社区等行
政单位、企事业单位办
公点的内部厕所免费对
外开放。

皇经社区委员会办公区厕所免费对外开放

围挡占据了部分人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