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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证新人：
“这一天领证更有意义”

8月4日上午9点半，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合江亭婚
姻登记处内共有5对新人，其中3对新
人在办理登记，另外2对新人已经办
完手续，正在宣誓台拍照。

刚办完登记手续的谢先生和妻
子正拿着结婚证拍照，他告诉记者，
在很久之前就和妻子商量好了七夕
来领证，“七夕是传统节日，我们都
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所以对于我个
人来说，我觉得在这一天领证更有
意义。”

另一对新人杨女士和丈夫领完
证后，就在婚姻登记处内四处拍照留
念，“记录下今天的点点滴滴，也是一
种仪式感。”

婚姻登记处：
为新人准备了玩偶伴手礼

合江亭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曹彪
告诉记者，8月4日七夕节当天的网络预
约量在70对左右。对于没有网络预约的
新人，可持相关有效证件，到现场进行登
记办理，婚姻登记处可酌情开展延时服
务，全力保障市民群众办理有关业务。

“今早受天气影响，来办理登记
的新人数量不多，但上午接到了很多
电话咨询，我们都告知下午可带齐资
料前来办理。”曹彪说，“大家都想在七
夕这种特殊节日领证，我们也希望每
一对新人都能如愿以偿。对于现场来
排号登记的新人，我们会应办尽办。”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七夕节，合
江亭婚姻登记处还开展了相关活动，
对新人发婚事新办倡议书，送伴手礼。

“我们为今天来登记的新人准备了玩
偶伴手礼，希望能在属于他们的特别
日子里送上我们的祝福。”曹彪表示。

市民政局：
七夕全市办理结婚登记1620对

记者从成都市民政局获悉，截至
8月4日下午5点，全市办理结婚登记
1620对。据了解，为应对七夕节可能
出现婚姻登记人数增多的情况，各婚
姻登记处适情开展提前、延时服务，
登记办理工作时间上给予全力保障。

与此同时，疫情防控不放松，到
现场的新人都要求主动出示健康码、
行程码，配合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
规范佩戴口罩，有序进入登记场所办
理登记业务。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彭惊 摄影报道

今年七夕的氛围似乎来得
不如往常浓厚，电影院没有铺
天盖地的爱情片宣传，路边的
卖花人也少了许多。看似遇冷
的七夕，人们如何表达浪漫？

花送得更多
但红白玫瑰“不香了”

鲜花，仍旧是七夕消费的
主力品类。

8月1日～5日，在@东方甄
选的七夕鲜花抖音直播里，1小
时卖出的鲜花量约等于近百亩
花田的产量。七夕前后，抖音电
商连续两天的整体鲜花交易量
达近千万枝。七夕前，饿了么平
台鲜花订单量同比增长3倍。

买花送花的越来越多，但
在花的品种上却不再偏好传统
红白玫瑰，而更喜欢碎冰蓝、卡
布奇诺等小众玫瑰，以及绣球、
泰迪向日葵等花材。

抖音电商相关负责人称，
除了传统的首选玫瑰花，云南
斗南花市里的泰迪向日葵、洋
兰、进口马醉木、吊钟等高端花
材也颇受青睐。饿了么鲜花行
业负责人王倩介绍，今年七夕，
碎冰蓝、卡布奇诺等小众玫瑰
订单均同比增长超5倍。而盒马
花园负责人履言透露，今年绣
球“艳压”玫瑰，7月的绣球销量
同比增长180%。

在家大餐
成都人七夕葡萄酒就牛排

除了鲜花，七夕礼物排行
榜中，口红、香水、项链、护肤套
装排在前列。

银泰百货告诉记者，七夕
前的一周以来，男性消费者买
走了商场内近半的美妆礼盒。

银泰百货宁波天一店的美妆负
责人表示，七夕的礼盒消费，与
其他节日消费趋势不同，爆发
时间更集中，到一周前才有反
应。直到7月28日，美妆礼盒在
银泰百货线上线下的日订单量
才开始明显上升，较前一天增
长了10倍。消费者性别比例也
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男性消费
者从日常占比不到10%，迅速
蹿升到最高占比近45%。

京东的数据显示，七夕礼
盒、口红、项链、香水、红酒等成
为最受欢迎的七夕节礼物。7月
24日～29日，京东新百货口红
成交额同比增长103%，黄金首
饰同比增长280%，时尚表增长
400%，时尚饰品增长120%，香
薰增长120%。

受疫情影响，今年七夕“下
馆子”和去影院的人少了很多，
不少人选择回家吃顿好的。

盒马数据显示，七夕当天，
成都地区的巧克力销量增幅
600%，葡萄酒增幅200%，牛排
增幅100%。除了葡萄酒配牛
排，成都消费者还热衷于喝口
白的。京东消费数据显示，相较
其他城市，成都七夕的白酒销
量较平时增长了4倍。

当然，最直接的表示还有
发红包。微信推出七夕提现免
费活动，最高能获得1314元的
免费提现额度。此次活动需放
飞孔明灯，用户可选择“自己
放”或“双人放”，完成灯上签
名，待孔明灯完全点亮后放飞，
可领取一张提现免费券及一个
七夕限定挂件，提现免费券包
括520元、999元及1314元等数
额。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实习记者 程璐洋

这天，成都1620对新人登记结婚
七夕甜蜜领证

作为极具浪漫色彩的
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成为
许多情侣选择情定终身的
日子。

8月4日是七夕节，办理
结婚登记预约情况如何？有
哪些活动？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探访成都“网红”婚
姻登记处——锦江区合江亭
婚姻登记处。合江亭婚姻登
记处位于锦江区天仙桥南路
1号，因毗邻府河和南河交汇
处寓意永世不分的合江亭而
得名，把“永恒”的好彩头带
给每一对新人。

今年七夕
送红白玫瑰“不香了”
口红仍旧是礼物C位

送给新人的玩偶伴手礼

锦江区合江亭婚姻登记处，新人正在留言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
“物种宝库”“储碳库”和气候变
化的“调节器”。根据全国第二
次湿地资源调查统计，成都市
湿地总面积约43万亩（不含水
稻田，其中河流和库塘约占
96%），仅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2%，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
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
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
染、调节气候、控制土壤侵蚀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迫切需
要通过立法加强保护。

8月4日，记者在成都市政
府官网看到，《成都市湿地保护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
在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8月31日。

湿地实行分级管理

根据该条例，成都拟将对
湿地实行分级分区管理，其中
湿地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
科学研究、培育和修复湿地等
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
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合理
利用区可在保障生态功能的前
提下，开展科普宣教、生态体验
及生态建设等管理、利用活动；
同时鼓励依照相关规定通过设
立湿地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区
及市重点管理湿地等多种形式
加强湿地保护。

该条例明确，禁止擅自开
垦、占用湿地或者改变其用途，
湿地实行分级管理，分为重要

湿地和一般湿地。重要湿地包
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重要湿
地，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线。重
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为一般湿
地，包含市重点管理湿地和其
他一般湿地。重要湿地名录及
范围的发布按有关规定执行；
市重点管理湿地名录及范围由
市林业主管部门发布，其他一
般湿地名录及范围由区（市）县
林业主管部门发布，报市林业
主管部门备案。

需要注意的是，因违法违
规活动导致湿地破坏的，违法
行为人应当负责修复。违法行
为人变更的，由承继利益的主
体负责修复。因重大自然灾害
造成湿地破坏，以及湿地修复
责任主体灭失或者无法确定
的，由所在地区（市）县人民政
府组织实施修复。

鼓励开展生态旅游等活动

在湿地的合理利用方面，
根据该条例，市和区（市）县人
民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保障湿地
生态功能的需要，优化湿地周
边产业布局，采取定向扶持、产
业转移、吸引社会资金、社区共
建等方式，推动湿地周边地区
绿色发展，促进湿地生态价值
转化。

另外该条例提出，鼓励单
位和个人开展符合湿地保护要
求的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
教育、自然体验等活动；同时成
都市将建立湿地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从事湿地保护、利用和管
理致使湿地资源所有者、使用
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市
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
补偿，并对其生产、生活做出妥
善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湿地
开展生态种植养殖的，应当适
度控制规模，避免改变湿地的
自然状况，并采取措施减轻对
湿地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禁
止新增规模化畜禽养殖，现有
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应当限期
迁出；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
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和国家
明令禁止、限制使用的农药；利
用湿地开展生态观光旅游、水
上运动等活动的，应经相应主
管部门批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8月4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成都市政府官网获悉，《成都市城市
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修正草案稿）（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正
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一名成年乘
客可以免费携带两名身高1.3米以下的
儿童乘车，携带超过三名的，应当按照
超过人数购买成人全票。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应防止噪声污染

在建设管理方面，《征求意见稿》中
将原规定中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应
当依法使用地表以下空间。”修改为：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实
行地上、地表、地下分层设立。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依法使用地表以下空间，不受
地表土地用途及权属的限制。”

在轨道建设方面，《征求意见稿》专
门将防止噪声污染加入其中。其中第十
二条，建设条件应当明确城市轨道交通
出入口、电梯、区间风井、风亭和冷却塔
等设施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结构对建

设项目的控制要求，以及建设项目隔音
降噪、排水防涝措施等内容；第十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项目的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
要设备、材料的采购，应当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防止噪声污
染，并符合保护周边已有建（构）筑物的
技术规范要求。

同时，要求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应当
合理配置车站男、女卫生间和母婴设
施，通行设施的设计与建设应当满足老
年人、残疾人通行的需要。

禁止携带长度超过
1.6米的物品进站乘车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在城市轨道
交通车站范围内设置商业设施、拍摄影
视资料或者从事其他可能影响行车安
全、客运服务活动的，应当符合有关规
定，并经运营单位同意。

在运营管理方面，最大的不同则是
票务规则的优化。其中规定，一名成年
乘客可以免费携带两名身高1.3米以下

的儿童乘车，携带超过三名的，应当按
照超过人数购买成人全票。

同时，禁止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车厢
内从事吸烟，随地吐痰、便溺、吐口香糖，乱
扔果皮、纸屑、包装物等废弃物；躺卧、乞
讨、收捡废旧物品；踩踏座椅、追逐打闹、弹
奏乐器、卖艺及歌舞表演，大声喧哗，吵闹，
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等在车站和列车
内滋扰乘客的其他行为；擅自摆摊设点、停
放车辆、堆放杂物、散发宣传品或者从事销
售活动；使用轮滑鞋、滑板等；在城市轨道
交通设施设备上涂写、刻画，擅自张贴、悬
挂物品；在车厢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
以及其他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公共秩序、公
共场所容貌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此外，《征求意见稿》对禁止乘客携
带物品和动物名录进行了调整，由之前
禁止携带导盲犬之外的其他动物，改为
导盲犬、军警犬之外的其他动物；另外
对携带物品大小也进行明确，禁止携带
长、宽、高之和超过1.8米或长度超过1.6
米的物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8月4日，记者从成都市政府官网获
悉，《成都市城市照明管理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正公开征求意见。成都市
行政区域内城市照明的规划、建设、维护
和管理适用该条例。

设置照明应兼顾树木生长
不得影响公共安全

该条例所称城市照明，是指在城市
规划区内城市道路、广场、绿道、公园绿
地、下穿隧道、水利设施、水域岸线等公
共区域以及其他建（构）筑物的功能照
明或者景观照明。

该条例称，暗夜保护区域应当严格
控制设置景观照明设施。暗夜保护区
域，是指因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对人工光
进行限制而划定的专门区域。设置城市
照明设施应当符合城市照明专项规划
和行业技术规范；符合照明亮度、发光
强度、照射方向和范围等控制要求，不
得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和车辆、船舶的安
全行驶；灯具造型和灯光照明效果不得
与道路交通、航空、铁路等特殊用途信
号相同或者相似；便于设施维护，兼顾

周围树木生长，不得影响公共安全；统
筹考虑历史、文化、建筑、环境等因素，
与主体建筑风格协调，与城市整体景观
相融。另外，新建城市功能照明设施应
当设置智慧多功能灯杆，集约设置各类
杆件，实现“一杆多用、多杆合一”。在已
有城市功能照明设施上实施“多杆合
一”，搭载交通指示、安全监控、通信网
络等设备的，应当征得城市照明主管部
门同意后，按照相关标准实施，并满足
城市功能照明设施安全和功能要求。

建立城市智慧监管系统
破坏照明设施或被罚款

在控制调度及启闭方面，市城市照
明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全市城市照明智慧
监管系统，对城市照明设施运行情况进
行实时监测和指挥调度。市公园城市、市
水务主管部门和各区（市）县城市照明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照明智能监控系统，并
接入全市城市照明智慧监管系统。

需要注意的是，该条例第二十八条
明确，禁止实施下列损坏城市照明设施
的行为，具体包括在设施上刻划、涂污；

在设施安全距离内，擅自植树、挖坑取
土或者设置其他物体，或者倾倒含酸、
碱、盐等腐蚀物或者具有腐蚀性的废
渣、废液；擅自在设施上张贴、悬挂、设
置宣传品、广告；擅自在设施上架设线
缆、安置其他设施或者接用电源；擅自
迁移、拆除、利用城市照明设施；以及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违反该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景观照明的图案、文字、灯光显示不
全未及时修复、更换的，由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责令维护单位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同时有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禁止行为之一
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
改正，并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影响城市照明设施安全或者正
常运行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带两名身高1.3米以下儿童
坐地铁有望免费

一名成
年乘客可以
免费携带两
名身高 1.3
米以下的儿
童乘车，携
带超过三名
的，应当按
照超过人数
购买成人全
票。

暗夜保护区域 严控景观照明
意见
草案
设置城

市照明设施
应当符合城
市照明专项
规划和行业
技术规范；符
合 照 明 亮
度、发光强
度、照射方
向和范围等
控制要求，
不得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
和车辆、船舶
的安全行驶。

关注《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修正草案稿）（征求意见稿）》

▲

关注《成都市城市照明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

关注《成都市湿地保护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

成都市将建立
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意见
草案
从事湿地保

护、利用和管理致
使湿地资源所有
者、使用者的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的，
市和区（市）县人
民政府应当给予
补偿，并对其生
产、生活做出妥善
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