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9

日，位于龙泉驿区的聚和

(

国际

)

果蔬交易中心已停止营业

地震要来了

电视播放倒计时

成都商报讯（记者 唐小涛）

由成

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发明的地震预警技

术近日实现电视播放倒计时功能。8月

20日， 在汶川电视台播放地震预警信

息时， 电视屏幕播出了地震来袭的倒

计时， 以此提醒当地群众的避险剩余

时间。

8月20日9时40分， 青川县发生

1.2级地震，此后第6秒，汶川地震预

警试验系统发布地震预警信息； 第9

秒，位于汶川县的饶姓居民的电视自

动弹出地震预警信息窗口：“地震预

警信息：青川正发生轻微地震，汶川

将震感轻微。 地震横波还有48秒到

达。”随后，电视上的时间值开始倒

计时，直到地震波到达为止，电视又

恢复正常播出。虽然这次地震十分轻

微，但汶川居民首次从电视上获悉了

地震波来袭的时间。

高新减灾研究所负责人表示，除

具备倒计时功能外，他们还实现了不

同地点地震波达到时间的准确预报。

也就是说，对于同一地震，由各台电

视机所处地点离震中距离不同，地震

的影响烈度和地震波到达时间也就

不同。预警系统能够分辨各接收点与

震中的距离，进而发出不同的倒计时

预警。

防外来入侵物种

四川将建应急机制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四川

将开展生物安全监测及入侵生物防

治， 建立科学有效的外来物种防治措

施、协调管理和应急机制。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从第七届全国生态省论坛暨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 四川

正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 并将进行全

省入侵生物现状调查监测。

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在会上表

示，“基本的环境质量、不损害群众健

康的环境质量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

公共服务。”李干杰说，环保部今后一

个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工作包括

推动建立和健全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

求的法律法规框架和激励机制， 如积

极创新环境经济政策， 推进现有税制

的绿色化，研究开征环境税。同时，完

善环保收费制度，提高重金属、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等收费标准， 加快建立生

态补偿机制等。

四川省环保厅介绍，目前，四川正

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 同时还将进行

全省入侵生物现状调查监测， 研究相

应的防治技术方法、措施，控制局部区

域的入侵生物发展危害。据悉，四川外

来入侵物种控制的重点是紫茎泽兰、

凤眼莲、空心莲子草、福寿螺等。

乒乓球室改展厅

市图书馆也能看书展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迅）

这几天，

不少到成都市图书馆打乒乓球的市

民，都看到了一则通知：市图书馆乒乓

球室将正式关闭， 乒乓球室将改建成

为多功能学术展厅。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图书馆

了解到， 目前市民的退卡手续已经全

部办理完毕， 乒乓球室的改造已经开

始。据了解，市图书馆缺乏一个高质量

的展厅。 以往， 市图书馆办的一些画

展、摄影展，规模都很小，都是利用图

书馆的一些走廊来完成的。 为了满足

读者需求，完善市图书馆的功能，市图

书馆决定将乒乓球室改建成为多功能

学术展厅。学术展厅的面积将达到240

余平方米，预计9月底完工。届时，市民

将可以在市图书馆看到一些图书、摄

影展览等。

幼儿园小学新生入学

须提交疫苗预防接种证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冕 实习生

阮雨儿）

幼儿园小学开学在即。根据昨

日成都市教育局和市卫生局联合下发

的《成都市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

查验及疫苗补种工作实施方案》，今

后，每年6月托幼机构和小学新生入托

入学预登记时，《预防接种证》将作为

办理登记的必备材料之一。每年9月新

生报到时，家长须将《预防接种证》交

到班主任老师处， 如果学生没有接种

证， 必须补证后才能办理入学手续。

《方案》提出，每年新入托入学儿童预

防接种证查验率要达100%，补证率要

达100%。托幼机构和小学，包括设小

学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 要负责把

好6月新生登记和9月新生报到时《预

防接种证》的查验关口，督促家长按

时带孩子进行疫苗补种。

06

要闻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成都全搜索

www.chengdu.cn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2012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三

责编 高升祥 编辑 邵洲波 袁丽雅 美编 杨培央 校对 陈婕 田仲蓉

广州

将在80个站口

建25971个自行车泊位

在广州从事IT工作的王先生向成都

商报记者出示了一份广州公共单车站点

的表单， 其中大部分站点都分布在地铁

站出站口。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广州已

经开通100多个公共自行车服务点，而且

还在发展中。他介绍说，广州的公共自行

车服务站点是可以提供对外停车服务

的，有人保管，但是要收取一定费用。

目前，广州已开通8条地铁线，是中

国地铁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广州地铁公

司宣传部主任叶子川昨日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说，广州出台规定，要求新

建地铁站的时候，只要场地、资源等条件

具备， 就要把自行车和汽车的停车场都

纳入地铁设计规划。 地铁站外的自行车

停车场，都经过了规划、国土部门许可，

“不是临时的”。

“自行车与地铁的接驳设施，公益

性很强， 地铁公司付出的人力和物力的

代价，是赚不回来的。但广州地铁社会效

益是第一位的。”叶子川还表示，广州公

共自行车服务点建设的标准比较高，看

起来美观大方，还不会产生噪声污染。至

2012年底， 广州地铁将在80个站口建

25971个自行车泊位。

北京

所有轨道交通车站

均将设自行车停车场

而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

建设规划提出，地铁、公交车、自行车等

公共交通仍是发展主要方向。 据当地媒

体报道，北京市交通委负责人表示，北京

所有轨道交通车站均将设自行车换乘停

车场，到2015年，北京将建成3000个自行

车换乘网点。

南京

允许折叠自行车搭地铁

南京交通运输局公共交通处张科长

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在“最后1公里”

的交通问题上， 非机动车往往是最高效

的。 目前南京有两个地区在试点建公共

自行车系统。 南京地铁将在2014年达到

165公里，他们规划在交通节点要预留非

机动车和机动车停车点。另外，南京允许

折叠自行车搭地铁。

出了地铁站 骑车最高效

市民热议如何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并热心为成都地铁站设自行车停车点支招

“最成都”论坛网友“量子图发”没

想到，他今年5月发的一篇帖子《每修一个

地铁自行车停车点，相当于多修五公里地

铁》，引来了长达6页的跟帖。

“量子图发”在帖子中称：“如果能把

鼓励自行车出行落到实处，将可以用低成

本极大地改善交通。”他说，如果每个地铁

站附近修一个自行车停车点，就相当于每

个站的幅射范围变为方圆5公里，而1号线

平均相邻两站间距不过1.17公里， 因此每

个站的辐射范围可以连成一片。他希望能

将自行车与地铁完美结合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联系上 “量子图

发”。他说，他在软件园上班，家住光华村，

骑车到锦江宾馆站，周围都找不到安全的

自行车停车场，好不容易在一个商场附近

找到一个， 离地铁站走路要十几分钟，而

且最晚只能停到晚上7点。他觉得很奇怪，

成都的地铁站基本没有配套自行车停车

场，就发帖呼吁一下。

“量子图发”的帖子在网上引起了激

辩。 有网友表示，“一个城市自行车多了，

显得非常杂乱。”“量子图发” 说：“只要

做好管理，多修自行车停车点，也可以把

自行车弄得井然有序。”

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唐潇是成都人，

他担心地铁1号线和2号线，如果没有给自

行车预留充足的场地建停车点，在干道上

可能就更没有场地。

网友“静处安身”则认为，要调研一下

哪些地铁口上下的上班族多， 适合先行试

点开展。还要考虑地铁口的空间位置，必要

的可以设置立体式的自行车停放站。 可以

对自行车停车费给予补贴，考虑包月，甚至

可以和地铁票捆绑优惠免费停车。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郭锐川

市民王先生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他

5月份去欧洲旅游，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看

到， 地铁站附近建了很多放自行车的地

方，自行车和公交、铁路规划得很好，城市

交通很方便。他希望成都在交通规划上把

更多的交通工具考虑进去。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李胜涛昨日也

致电成都商报，介绍她十多年前赴日本东

京学习时的见闻，东京地铁很发达，一些

地铁出入口专设了几层楼的自行车停车

处，有专人看守。自行车架都是分格可直

接有序排放，且分上下两层，放上层时有

专门工具方便搭送。其收费像成都的公交

卡，有月票也有次卡。当时她从住处到地

铁站走路要20多分钟，到东京的第二天她

就决定买一辆自行车。如果成都也这样方

便，很多车主可能会因停轿车麻烦及收费

高而考虑放弃开车。

地铁站点附近是否有空间？ 是否会

影响城市环境？ 应该由哪个部门来

牵头建?

热

议

参

考

广州：100多个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大

多在地铁出口附近；北京：所有轨道交

通车站均将设自行车换乘停车场；南

京：允许折叠自行车搭地铁

骑车赶地铁 车该停哪儿 追踪

他山之石

热线反馈

出了地铁就能骑车 不用开车了

网友热议

昨日下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5岁的欣欣

（化名）

痊愈出院。今年5月，欣

欣不慎落入粪坑导致大脑、心脏、肺部等

多处感染，生命垂危。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医生两次赴宜宾会诊， 并将孩子接回成

都治疗发现， 欣欣感染了多种泛耐药性

的细菌，对10余种抗生素“刀枪不入”，

最终在广州找到药物空运成都。

生命告急 娃娃多器官感染

“回家了！”昨日下午2时许，四川大

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43号病床， 得知自

己即将回家，5岁的欣欣显得有些兴奋。

今年5月31日，欣欣与小伙伴在家楼下的

院子里玩耍时， 不慎掉进一个没有加盖

的化粪池。欣欣的父亲曾先生介绍，化粪

池深约1.5米， 只见欣欣在池中扑腾了两

下， 便被池中污物淹没。“娃娃被好心人

救出来后，就处于昏迷状态了。”曾先生

说。随后，欣欣被立即送往了宜宾市第一

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他消化道、肺

部、心脏都遭到了感染，有生命危险！”

紧急拯救 泛耐药细菌“刀枪不入”

“我第一次看到欣欣时，虽然他有心

跳和呼吸， 但必须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情况很糟。”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医生陶宇洪说，6月1日凌晨3时30分，他连

夜赶到宜宾第一人民医院，与当地医生进

行了第一次会诊，决定采用就地治疗的方

案。然而欣欣实在病情太重，一周后，欣欣

转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接受进一步

治疗。经仔细检查，陶宇洪发现欣欣感染

的是包括大肠杆菌、鲍曼不动杆菌等在内

的多种泛耐药性细菌。陶宇洪先后尝试了

10余种抗生素，效果均不理想。为找到对

付这些细菌的抗生素，陶宇洪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搜寻。终于，在广州一家医药企业

找到了一种抗生素多粘菌素B， 并立即联

系从广州空运到成都。 经过进一步治疗，

孩子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尚不确定 是否感染“超级细菌”

欣欣感染的细菌对10余种抗生素

“刀枪不入”，具有泛耐药性，与让人闻

之色变的“超级细菌”极其相似。对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科主任唐红表

示，“超级细菌” 的科学称谓应是 “产

NDM-1 耐 药 细 菌 引 ”， 即 携 带 有

NDM-1基因。 该基因以其他细菌为载

体，强化这些细菌的耐药性，使之对绝大

多数抗生素不再敏感。目前，几乎没有药

物能够针对“超级细菌”起到立竿见影

的作用，“国际上只有一种药物， 能够勉

强对付”。据了解，欣欣感染的多种细菌

具有较强的泛耐药性，但其是否为“超级

细菌”尚不能确定。

成都商报记者 杨艺

5岁娃掉进化粪池 感染多种细菌

救命！广州空运抗生素

昨日， 成都动物园

3

只出生于

5

月

24

日的金钱豹宝宝正式

断奶。一大早，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初一的

12

岁女孩文与涵便

来到动物园认领了其中一只，取名为“格子”。文与涵说她喜欢

动物，尤其喜欢金钱豹。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摄影报道

女生认养

金钱豹

苹果和安卓版本均已上线！ 手机登录拍拍动产品网站

paipaidong.cdsb.

com

可直接下载安装。 苹果手机用户还可通过在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

搜索“拍拍动

AR

”下载。安卓手机用户还可通过在机锋、木蚂蚁等各大安卓

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成功后，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带有

“拍”字标记的图片，待缓冲完成后，点击屏幕上的播放按钮，即可体验精彩！

拍拍动

成都地铁越来越好， 能否给骑

车的人设个停车的地儿？昨日，成都

商报对地铁站附近非机动车停车难

的问题进行报道后， 引起了市民的

热烈讨论。 地面如此拥挤是否还有

空间？是否会影响城市环境？应该由

哪个部门来牵头建

?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多个城

市都在想尽办法破解出行“最后一

公里 ”的难题 ，鼓励自行车与地铁

接驳成为上海 、广州 、北京等地铁

发达城市共有的发展方向。

“修个地铁自行车停车点

相当于多修五公里地铁”

挖空与被挖空

隔段时间来一盘

农贸产品批发市场

暗战

聚和市场商户集体跳槽 追踪

龙泉聚和

（国际）

果蔬交易中心

（以

下简称聚和）

，一周之内商户集体跳槽，

停业改造已近一月。跳槽商户几乎全部

搬迁至彭州濛阳雨润四川农产品交易

中心

（以下简称雨润）

。昨日，聚和质疑，

雨润“低租金、高补贴”的做法会扰乱

市场规则。雨润则回应，这是正常的市

场竞争行为。记者调查发现，在成都，农

贸产品批发市场一夜之间挖空竞争对

手商户的行为并非首次发生，在国内各

大城市也并不罕见。业内对这种竞争方

式虽感无奈，却没有找到应对方法。

聚和回应 旺季前会开业

昨日，全资控股聚和果蔬交易中心

的地利·聚和公司总经理刘冰向记者证

实，聚和市场的确已经停业，预计9月1

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在9月底旺季来临

前就会正常营业。目前，刘冰的团队正

在全国“招兵买马”，准备重新开张。刘

冰明确表示：“对于信用好、有实力的商

户，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优惠政策。”他

说，当前仍有不少商户和进货商给他打

电话，询问入场时间，“我们正打算引进

果品的批发商，攀枝花的芒果生产商也

在跟我们接洽”。 同时，聚和也有计划

引进驷马桥水果批发市场的商户。而此

前的公开报道显示，雨润的四川农产品

交易中心目前是驷马桥水果批发市场

的“重要承接地”。

被挖空的聚和 也曾挖过别人

事实上， 聚和市场几年前也曾大规

模挖走其他农贸市场的大批商户。

白家市场负责人黄群峰说，2005年

12月，位于成都火车南站附近的成都农

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整体搬迁至双流白

家镇，在搬迁时，一大批大客户被聚和

市场挖走。“我们也经历过一夜间被人

挖空的遭遇。”黄群峰说，“对高额补贴

挖商户的做法，我们的态度是商户在遵

守合同的前提下，可以自由进出市场。”

“挖空市场的行为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发生一次。” 一不愿具名的成都某农

贸批发市场负责人指出，农贸产品批发

市场互相争抢商户的现象时有发生，长

沙、武汉、西安等城市也曾发生过类似

现象。“现在对这种做法没有什么明确

约束，但这会扰乱市场的正常秩序。。”

有传言说，雨润为了吸引商家，最高

给商户开出的补贴达百万之多。雨润对

此未做明确回应， 但其相关负责人表

示，提供补贴是为了减少商户的运营风

险，属于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学经济法学研究中

心主任史际春表示，对这种高额补贴挖

走对手商户的行为，目前法律上没有做

出明确限制。“哪怕是把一些市场打垮

了，只要还有其他农贸市场，就不构成

垄断。如果把所有市场都打垮了，可能

就会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史际

春说，“短期来看这是市场自身的功能

重组行为， 对消费者其实是有利的，但

长期的结果则有待观察。” 但在刘冰看

来，搬迁市场产生的运输成本的增加必

然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

主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黎

友焕表示，农贸市场的规模化经营和巨资

的投入，使农产品的炒作成为可能。地区

性的大型农产品市场还能左右市场价格。

他指出，成都各大农贸市场争抢商户的情

况明显属于不正常的市场竞争，但由于巨

资的投入， 这种不正常的竞争将成为常

态。随着有些大型区域性农贸产品市场的

形成，垄断格局也可能出现。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陶洁表示，

农贸产品市场大批挖走对手商户的行

为， 涉及到的主要是商铺与市场之间的

合同关系。商铺搬走是市场行为，如果商

户与市场合约期未满， 则需承担违约责

任。农贸市场之间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一种现象

农贸产品批发市场挖空

竞争对手的事情，在成都并非

首次，“隔段时间就会来一

次”，在国内其他城市也曾出

现过，就像一场“暗战”！

两种声音

在这场“暗战”中，谁会

为市场搬迁产生的高额成本

买单？有业内人士认为，短期

来看这是市场功能重组行为，

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也有人

认为，运输成本的增加必然会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谁来买单？

这种竞争行为，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涉嫌

不正当竞争？谁又会为市场搬迁产生的高额成本买单？

成都商报记者 郭锐川 实习记者

王楠 摄影实习生 陈钰曦

150名莫斯科大学学生

来川研修5天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汪玲）

应中国

政府邀请，150名莫斯科大学来华研

修学生日前抵达成都，他们将和四川

大学的学生一道开始为期5天的四川

之旅。

据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介绍，

在川期间， 这批学生将游览都江堰、

大熊猫基地，并与四川大学的学生交

流互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明， 感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这

样的研修之旅将有助于增进两国青

年友谊，使中俄友好世代相传。他们

在四川停留5天后， 还将到北京继续

开展活动。

地铁二号线中医药大学·省人民医院站

D

出口没有非机动车停车位 摄影记者 何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