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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乘坐成都快速公交车时，可能

会发现前后车窗上多了几个红色的小装置。原

来这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只需0.1秒就能击

碎车窗玻璃供乘客逃生的破玻逃生装置。来自

成都公交集团的消息称，目前K1、K2线路上已

有88台公交车安装了这种装置，本月底前将完

成快速公交车全部164台的安装， 从而提高快

速公交的安全性。

厂家称，“这套设备先后经过上百次试

验，厦门BRT公交已经采用，可以说是安全可

靠。”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每辆车

前后车厢均有1对破玻装置，可以同时打开4处

应急逃生通道。至于全市其他常规公交车是否

安装这样的装置，目前仍在探讨之中。

原理：

通过高压气体推动撞针击碎车窗玻

璃，由于压强巨大，只需要0.1秒就能将车窗玻

璃击得粉碎。

组成：

由驾驶室的主控制开关、车厢内供

乘客使用的副控制开关和用以击打的破玻装

置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咋用：

为了防止误触，该装置控制器设计

有双层保险， 同时具备防水和防火的性能。使

用时，驾驶室的主控制器和车厢内乘客用的副

控制器，都能同时起到启动装置的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摄影记者 卢祥龙

黄新初在考察文化建设情况时强调

加快打造文化之都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葛红林在西部新城青羊片区调研时强调

加快打造现代化国际化新城

奋力推动转型升级发展

0.1秒破车窗！ 快速公交装逃生“利器”

本月底前成都164台快速公交车将全部安装破玻逃生装置，常规公交车是否安装仍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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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公交车驾驶室的破玻开关

荩

供乘客使用的破玻开关（圈内）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江浪莎 汪玲）

昨

晚，专科第一批正式投档，有部分高校的调

档线超过了三本。其中，中国民用航空飞行

学院的文科调档线，差本二分数线仅1分。

专科一批调档线昨晚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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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摄影

王熙维 ）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

前往武侯祠， 考察了我市文化建设情况。他

强调， 文化是城市活的灵魂， 是市民的精神

家园， 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持

久兴起文化建设的蓬勃热潮，加快打造“中

西部最具影响力、 全国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文

化之都”， 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和市民文化

生活水平。

武侯祠享有“三国圣地”美誉，是成都重

要文化景点。黄新初说，成都这座千年历史文

化名城，如何用好自身“文化财富”，展示独特

魅力，塑造城市名片？在这方面，武侯祠应深入

思考、挖掘内涵、作出表率，充分体现三国文化

元素、文化符号、文化生态，让游客和市民一到

武侯祠，就能感受特有文化。

成都籍著名画家吴绪经的 《来龙去脉》

画展正在武侯祠内展出。 作品恪守真善美的

艺术追求，坚持传统的以形写神，追求形神兼

备， 通过加强绘画语言的笔墨趣味来突出人

物的精神风貌，既充满了精神性的文化内涵，

又有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 吸引了许

多游客驻足观赏。参观中，黄新初说，吴绪经

先生作品中所展示的艺术激情和绘画手法，

为三国圣地带来了浓浓的艺术气息， 为市民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盛宴，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成都文化品牌影响力，对此，我们非常欢迎和

支持。

黄新初指出， 文化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

活，应该更好地为生活、为社会服务。成都是

国家首批认定的历史文化名城， 拥有底蕴深

厚、魅力独具的历史文脉，当前，要按照市委

十一届九次全会关于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一

系列部署， 深入实施文化服务提升、 文化产

业跨越、 文化体制创新、 文化人才开发等工

程， 积极推动成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要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 创作出更多百姓喜闻乐见

的作品， 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和服

务体系，真正做到文化惠民、乐民。要大力实

施文化产业跨越工程， 建设全省文化产业核

心发展区， 积极培育市场主体， 搭建展示平

台， 壮大发展规模， 提升成都文化品牌影响

力。 要创新文化体制机制， 不断增强文化发

展的生机与活力， 为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要加大对本土文化

人才的培养和宣传力度， 形成一批成都文化

艺术界名人， 以此带动更多文化人才涌现，

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团队化、 本土化、 个性

化，推动成都文化真正活跃起来。

黄新初殷切寄语文化工作者，要找到艺术

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真正沉下心来、静下气

来，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文化各门类之

间有效融合，创造出更多精品力作。要发扬传

帮带精神，做到以老带新、新老结合，让成都文

化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刚参加考察。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颖）

昨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在西部新城现代

服务业综合功能区青羊片区调研时强调，

市、区两级要进一步强化协调配合，全力

以赴攻坚克难， 扎实推进西部新城建设，

加快打造现代化、国际化新城，奋力推动

转型升级发展。

西部新城现代服务业综合功能区是我

市13个市级战略功能区之一， 位于成都铁

路西环线以西、外环路生态保护带以东。其

中， 青羊片区以青羊环城生态区为自然分

割线，由核心区、副中心两部分组成，重点

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会展、商业服务、

科技资讯、总部经济、文化娱乐等相关产业。

深入西部新城建设一线，葛红林重点

察看了解了核心区各方面推进情况，并主

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与市级有关部门及青

羊区负责人一起，会商研究核心区及青羊

环城生态区近期建设推进中出现的问题，

逐一讨论形成了解决方案。

葛红林说，经过前一阶段市、区两级共

同努力，西部新城已经打下了一定基础，发

展潜力很大。 这一区域是青羊区下一阶段

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希

望在已有良好基础上，继续克难奋进，进一

步优化西部新城青羊片区规划设计， 扎实

抓好一批重大项目， 加快形成产业高端和

高端产业的聚集效应， 推动区域加快转型

升级，为全市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葛红林还调研了城西最大的城市综

合体“中铁西城”，了解了项目规划建设

有关情况，希望更好发挥带动作用，推动

西部新城商业副中心加快形成规模，不断

做优做精，提升区域品质。

市委常委、 市总工会主席赵小维，市

政府资政黄平一同调研。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在考察文化建设情况时，与成都籍著名画家吴绪经亲切交谈。

本来与旅行社协议去马尔代夫旅游，

后来旅客变更行程导致无法按原定时间去

马尔代夫， 而马尔代夫的酒店一经确定就

无法取消，旅行社不同意把2万元定金还给

旅客，旅客把旅行社告上法庭。近日，青羊

法院判决， 旅行社可收取法律规定范围内

的定金，但要返还超出法律规定的部分。

去年7月10日， 一公司和一旅行社约

定， 公司有4人8月4日前往马尔代夫哈库

拉岛，全包。旅行社告诉他们，总价48600

元，需要先付2万元定金，而且马尔代夫酒

店很特殊，酒店一经确认不能取消。7月11

日，公司转账2万元，然而后来因为公司要

求变更行程， 导致4名旅客无法在约定的

时间前往马尔代夫哈库拉岛。 该公司认

为，旅行社应该返还定金中超过法律规定

的部分10280元。旅行社认为，由于向酒店

支付的4100美元房款无法退还，旅行社的

损失已超过原告支付的定金，请求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双方已确立合法有效的合

同，原告违约，旅行社有权罚没定金，但根

据《担保法》的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

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因此， 旅行社应返还超过法律规定的

10280元。

青羊法 成都商报记者 柏阳月

旅客变更行程取消境外游

旅行社收的合理定金不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