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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沙遗址博物馆相关负
责人介绍，本次改造使用的低反
玻璃是近几年博物馆展柜玻璃
的新星产品，行业内戏称“名侦
探柯南也找不到的隐形玻璃”。
它的透光率高达97%以上，比之
前使用的超白玻璃高出7%左右，
而反射率不足1%，仅为之前的1/

8左右，视觉效果近乎透明，同时
克服了拍照反光的短板。无论是
喜欢拍照的游客，还是驻足在展
柜前静静欣赏的观众，都能享受
到一次视觉上的极致体验。而且
低反射夹胶玻璃不仅好看，安全
性能也更高，还能有效阻隔紫外
光 ，仿 佛 给 柜 内 文 物 穿 上 一 件

“防晒衣”。
同时，柜内使用的光源也从塑

料光纤升级为玻璃光纤。后者的色
温更低、显色性更好，能够更加真
实地还原文物色彩，呈现之前看不
到的文物细节。整体灯具更加轻量
化、微型化，为观众提供更为舒适
的参观体验。

7月16日，记者从成都
市水务局获悉，结合当前
雨情、水情趋势，经成都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
定，2021年7月16日7时30
分，终止7月14日18时启动
的防汛IV级（蓝色）应急
响应。

另悉，由于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于14日12时发布

的山洪灾害蓝色预警现已
解除，丹景台景区将于
2021年7月17日起重新开
放；由于邛崃市发布的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
于7月16日12时解除，天气
转好，天台山景区今日恢
复开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彭惊 龚靖杰

记者昨日从成都市发
改委获悉，《成都市第二轮

“散乱污”经营主体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2021—2022）
（试行）》已于日前印发。即
日起，成都将在前期整治
基础上，开展四大领域“散
乱污”经营主体专项整治，
通过“绿色转型一批、调迁
整合一批、依法关闭一批”
等措施，力争到 2022 年
底，“散乱污”经营主体实
现清零。

《方案》明确，“散”是
指不符合城镇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产业规划
的经营主体。“乱”是指不
符合产业政策、应办而未
办理相关审批手续、违法
违规建设、违规生产经营
及擅自改变地上附着物性
质进行非法生产、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的经营主体。

“污”是指违法违规排放、
超标排放废水、废气、废渣
的经营主体。

在农业农村领域，重
点包括但不限于农、林、
牧、渔领域中所涉及的屠
宰业、养殖、种植、农机维
修、农产品粗加工等。

在工业领域，重点包
括但不限于有色熔炼加
工、橡胶生产、制革、化

工、陶瓷烧制、铸造、热
轧钢、耐火材料、碳素生
产，酿造、食用油加工等
食品精深加工企业，以及
涉及涂料、胶粘剂、有机
溶剂等使用的家具制造
等工业企业。整治内容包
括无证无照、环境污染、
安全生产、违法用地、违
法建设、产业政策符合性
等情况。

在城乡建设领域，重
点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
地、钢筋冷轧临时加工、水
泥预制件临时生产等。

在服务业领域，重点
包括但不限于再生资源
回收场所、生活垃圾中转
站等；维修服务行业，包
括汽车维修、报废机动车
回收拆解等；生活服务行
业，包括餐饮、洗车、干洗
店等。

即日起至今年 9 月，
成都全市将进入第二轮

“散乱污”经营主体专项整
治的排查摸底阶段，今年
10 月到明年 9 月，成都将
进行为期一年的全面整治
阶段，直至后期的检查验
收和巩固提升，实现动态
清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钟茜妮

低反玻低反玻璃璃、、智能调湿……智能调湿……

金沙遗址博物馆“上新”
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金沙遗址博物馆第三展厅

如果说，这些是看不到的技术
升级，那么对观众来说，最直观的
感受在于展厅氛围更具“身临其
境”之感。

作为第八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奖的获得者，金沙常设
展《走进金沙》是国内外优秀策展团
队合作的结晶。其中第三展厅“天地
不绝”由法国策展团队精心打造，以
反映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与宗教信仰
为主题，是常设展的精华单元之一。

展厅以神秘的红色光影通道
为开端，在石磬的千古回音中，引领
观众穿越时间的“黑洞”，与位于通
道尾端的青铜立人遥遥相望。象牙
展柜里，数根巨大的象牙横列其间；
展柜旁的铁幕上，展示着古蜀金沙

先民用象牙祭祀的场景。观众置身
其中，仿佛“穿越”到了三千年前，成
了这场盛大祭祀的见证者。而被观
众戏称为“强迫症最爱”的玉石展柜
区，因为低反玻璃的加持，更显通
透；蹲下来仔细观看平柜里的展品，
琳琅满目的万花筒镜像跃然眼前。

金沙遗址博物馆本次改造还
对展牌进行了换新升级，并创新性
地融入数字化运用。游客可通过手
机扫描展牌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
中英日韩等8个语种的文物解读信
息以及丰富的拓展知识，一键式体
验深度观展，方便快捷。

金沙“焕新”，这也是成都大力
推进全市A级旅游景区环境品质
提升工作的成效之一。2020年5月

以来，成都市对46家景区共投入
45.5亿元资金，进行了258个项目
提升和改造，通过整治景区环境、
完善景区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提升
景区管理水平、推进景区智慧化建
设等措施，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了
景区内部环境品质提升工作，使得
众多A级旅游景区焕发新颜。

据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还将继续强化A
级旅游景区动态管理，不断加强旅
游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全市A
级旅游景区旅游新场景、新业态、
新项目的打造开发，为成都建设世
界旅游名城贡献力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龚靖杰

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以往需要各种调整角度才能避免重影的展柜在镜头前变得格外通
透，玻璃的存在感几乎为零。”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第三展厅经过一个
月的改造后，于近日重新与观众见面，这让金沙遗址博物馆摄影志愿者
顾娟很惊喜。随着全展厅30个展柜玻璃全部安装完毕，其低反射夹胶玻
璃的应用，让人产生文物“裸展”的错觉。本次改造，不仅是金沙遗址博物
馆提升展陈效果的有益尝试，也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文博
新体验。

据介绍，本次改造除了耳目一
新的视觉体验，对文物的预防性保
护也全面提档，每一个展柜都配备
了微环境控制系统，给文物提供量
身定制的“居住环境”。

其中，“免补水净化调湿机”集调
湿、净化、监测多功能于一身，可谓文
保神器。首先，它能够针对不同材质

的文物，精确调控微环境的相对湿
度，从而为象牙和卜甲模拟一个相对
湿润的保存环境，又可以让铜器等容
易产生锈蚀的器物，保持干燥稳定。
更神奇的是，它不需要也不会产生液
态水，便可实现湿度升降，从而避免
了因积水导致的电器短路、材料腐
蚀、细菌滋生等情况。此外，它还可以

高效吸附、分解甲醛等污染气体和
粉尘，有效净化文物“呼吸”的每一
口空气；同时各项数据可以实时传
输到后台监测系统，实现远程调控。

除此之外，展柜密封性、锁具
安全性、展台包覆材料的提升，都
为文物提供了更高效高质的保护
和展示环境。

采用透光率97%的低反玻璃 让文物近乎“裸展”

配备微环境控制系统 每件文物都有量身定制的“居住环境”

数字化加持 体验沉浸式深度观展

成都终止
防汛IV级（蓝色）应急响应

成都启动第二轮“散乱污”经营主体专项整治

力争到2022年底实现
“散乱污”经营主体清零

7月16日晚，桂溪生态公园
霓虹闪烁，音乐不断，2021（第二
届）成都雪花啤酒嘉年华正式拉
开帷幕。嘉年华将持续至7月24
日，啤酒、音乐、美食、街舞、电音
……这场九天九夜的夏日狂欢将
躁动成都。

从公园城市“首提地”到“示
范区”，成都不断锻造新动能、迸
发新活力。潮流、文化、餐饮、体育
等无数新消费场景入驻，激发出
环城生态公园的消费活力。

城市也藉此，用公园经济赋
予场景营城的内涵，用天府绿道
这一文化品牌，加快推进成都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进程。

环城生态公园消费新场景

九天九夜夏日狂欢
成都啤酒嘉年华又来啦！

啤酒节现场

吃、喝、玩一站式体验
来啤酒节感受公园PARTY

如果说公园城市的增绿筑景为成
都涵养了生态本底，那么从经济价值
来看，天府绿道则是成都最大的“网
红”制造机。

7月16日，又一网红场景诞生于成
都环城生态公园——2021成都雪花啤
酒嘉年华拉开帷幕。众多市民、游客涌
入桂溪生态公园3.5万㎡的户外草地，
尽情释放夏日激情。

16日晚，一场躁动人心的音乐盛
典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数量巨大
的金箔从大炮造型的啤酒瓶中喷涌而
出，宣告啤酒节正式开幕。《这！就是街
舞》第三季冠军杨凯、流行乐队、CO-
SPLAY秀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启九天
九夜的狂欢模式！

啤酒自然是啤酒节的主角，在啤
酒节现场，勇闯天涯superX、雪花马尔
斯绿啤酒、喜力……几十种国内国际
啤酒应有尽有，整个桂溪生态公园都
弥漫着醉人的酒香。

在成都环城生态公园享受啤酒和
美食，别有一番风味。钵钵鸡、小龙虾、
烧烤，还有西餐、网红甜品等诸多美味
都摆上了啤酒节的餐桌，配上一杯冰
啤酒，给人带来最酣畅淋漓的味觉体
验，让人尽情享受夏日悠闲。

有喝有吃还有玩！说唱、电音、摇
滚、走秀、极限运动、街舞……各个活
动轮番轰炸你的感官。这场公园特供
的户外全民PARTY，灯光闪耀、节奏
鲜明，让人肾上腺素迅速飙升，让桂溪
生态公园成为成都市民这个夏日的凉
爽记忆。

这场嘉年华串联起绿道、公园、音
乐、购物、潮流、文化等多标签内容，给
大众带来一场炫酷潮流的城市聚会，
更绘就了一幅不一样的公园新场景
——平日里一派恬然的绿道，汇聚了
知名街舞大咖、电音DJ、国内外美食

商家、马戏团艺人……这场全民狂欢也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享受到公园城市的

“绿色福利”。

更多狂欢活动
多个主题夜活动重磅来袭

2021成都雪花啤酒嘉年华将连嗨9
天，从7月16日至24日，每晚都会围绕特
色美食、美酒和独特文化，开展不同的
主题夜活动，带来别样的夏日狂欢。

7月 17日街舞之夜，人 气 舞 团
X-crew、《这！就是街舞》人气选手小朝
空降现场，燃炸舞姿躁动全场！

7月18日潮玩之夜，众多实力歌手、
麻辣摇摆乐团、时尚走秀，联动短视频
红人，潮流魅力永不停歇！

7月19日国潮之夜，实力舞团、
RAPPER文强、极限运动、魔术，带来最
酷的国潮体验。

7月20日时尚之夜，将上演复古百
老汇、欢乐马戏团、武术、戏曲茶艺、焰
火秀、流行舞蹈。

7月21日青春之夜，将上演爵士与
说唱，舞蹈与杂技。

7月22日金曲之夜，将唱响经典老歌。

7月23日电音之夜，人气DJ嘉宾将
引燃全场气氛。

7月24日闭幕式，创意川潮秀、魔
术、花式篮球，多样文化激荡不一样的
火花，为畅饮时刻增添别样风采。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都将塑
造地标商圈潮购、公园生态游憩等场
景。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正是一个营造游
憩场景的载体。这一载体借绿道能量激
活商业空间，面向未来的消费趋势，面
向年轻群体的生活方式，让“成都圈子”
过上“神仙日子”。

接下来，环城生态公园还将举办专
业级赛事，如100公里环蓉自行车赛、天
府绿道SUP国际桨板公开赛等，同时还
将举办夏日电影节、公园里的夏令营、
湖畔生活市集等各类主题IP活动，让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成
果与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共享。

成都16930公里浸入城市肌理的绿
道，不仅是城市的绿色生态动脉，同时
也是具有复合功能的消费场景，正转化
出多样的价值，“公园经济”正在成为城
市迭代的新动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