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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昨日上午， 张新生在电话中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社区工作人员将萨克斯、音

箱等他的演奏设备，送还到他的住处。但

他对5月12日晚上发生的事，仍然感到伤

心冤屈。 他认为当晚自己人被打， 萨克

斯、音箱等演奏设备被人“抢走”，现在

将东西送回来，他不愿意这样就收下。他

希望能够对当晚的事有个明确说法，才

能收下这些东西。

今年5月12日晚上，张新生在南桥演

奏中发生冲突，他称自己人被打、推搡中

摔倒在地； 而他的演奏设备被抢走和被

损坏。而当地商家住户则称，张新生的演

奏长期存在噪音扰民问题， 商家住户前

去交涉劝阻，双方发生争执拉扯，但没有

打人。有商家住户拿走了张新生的设备，

并送到了当地社区。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张新

生的住处，住处门外，摆放着张新生的音

箱、以前演奏时的照片等东西，张新生以

此表达不愿意接收的态度。

不过， 对于是否接收送还的这些物

品， 张新生和他的同伴席婧态度有所分

歧，席婧认为，现在各方面压力都大，应

该收下这些东西，再协商解决其他事情。

4000点到底高不高？哪些行业和个股

还可以关注？相信这是投资者心中共同的

疑问。昨日下午，由湖南巨景投资四川分公

司金太阳投顾品牌主办的“中国西部资本

市场二季度证券前瞻高峰论坛会”在蓉召

开，包括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资本

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教授等多位专家，

为在场的众多投资者答疑解惑。

专家解密“慢牛”行情

当去年大盘还在2000点一线徘徊

之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4000点会来得

如此迅猛。在昨日举行的论坛上，刘纪鹏

教授表示4000点是一个健康的点位。对

于目前A股市场主板负责“慢”，创业板

负责“牛”的局面，刘纪鹏教授指出，从

总的情况来看， 目前A股的股市是合理

的，但创业板的估值让他有些忧虑。不过

他指出，随着业绩的增长，创业板高估值

的现状有望缓解。 而央视财经评论员李

犁进一步补充道，创业板的强者恒强，实

际上还是源于市场对于经济转型的期

待，而目前高估值，未来是否能被高增长

所支撑，值得投资者关注。

4个方面投资机会尚待挖掘

在投资策略方面， 巨景金太阳首席

投顾罗军表示，牛市已完成启动阶段，正

蓄势向纵深发展， 四个方面的投资机会

尚待挖掘。

一、国企改革：罗军认为国企并购重

组蕴含大机会。 国企改革重在解决股权

结构，这也是这轮牛市的原动力之一。

二、军工：军工板块中，很多公司又

是国企改革的对象。 军工股投资三主线

为武器装备升级、体制改革（关注资产

注入和科研院所改制）以及军工信息化

（关注北斗导航、先进雷达、卫星通信和

海底声呐）。

三、互联网+：互联网+受到国家高

度重视，能有力推动经济转型，将是贯穿

牛市主题的重要支线。

四、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安全及

智能化是汽车行业永恒发展主题。而新能

源汽车市场潜在空间巨大，未来的成长具

有很高确定性。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爱尔眼科-2015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四川

区域赛自从启动以来，受到省语委、全省各学

校、众多学生的关注与欢迎，经过前期紧张的

校园海选，最终从全省选出了14支队伍。今日

下午1点，这14支队伍将在成都爱尔眼科医院

学术报告厅集结，进行决赛排位赛，不仅最后

两名要被淘汰，而且还要“一分高低”，决定

自己的组别。

本月4日， 爱尔眼科-2015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四川区域赛启动后， 全省各地众多学校

报名积极，在爱尔眼科-2015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四川区域主办方的协助下， 全省最终确定

了14支队伍参加本次比赛四川区域的总决

赛。其中，中学有12支，分别是成都郫县花园

学校、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充十一中、

成都都江堰玉垒中学、成都十七中、成都七中

八一学校、 成都树德中学、 西南交大附属中

学、攀枝花第十九中小学、乐山外国语学校、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遂宁高级实验学校，小学

分别是栢水小学、龙翔路小学。

据悉，各队伍参赛学生都是本校高手，方

能从全校成百上千的学生中脱颖而出。“我

们先是从全校选出了30多名选手， 再从其中

选出5名！” 川师附中外国语学校杨老师表

示，他们今年非常重视本次比赛，为此不仅从

全校层层筛选出5名选手， 而且还会对这5名

选手进行集训，“比如阅读新华字典、汉字词

典”。“通过比赛能够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

化， 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中小学生广泛阅

读中华经典，亲近经典，热爱汉字，不断提升

中华文化素养，提高汉字书写与应用能力。”

对此，杨老师解释，汉字听写能够传承中国优

秀汉字文化。

今日下午1点，这14支队伍将全部在成都

爱尔眼科医院学术报告厅聚集， 现场参加本

次活动决赛排位赛。最终，根据各队现场比赛

总成绩，只有前12名能够参加决赛，最后两名

将被淘汰。当然，进入决赛的前12名，也将根

据名次被分成3组，参加明日的总决赛！

14支参赛队伍集结“一分高低”

爱尔眼科-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四川赛区排位赛今日举行

汉字

中华文化传承之精髓

而智能化电子技术却让我们提笔忘字

博大精深的中国汉字文化正渐渐淡化……

央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的开展

引发广大民众传承中国汉字文化的共鸣

爱尔眼科发于家，立于国

以传承中国文化精髓释国之情怀

当全力支持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传汉字之魂于青年一代，以求踵事增华

享汉字之美于大众百姓，以求发扬光大

扬汉字之意于学校传媒，以求永续不朽……

爱尔眼科向参与汉字听写大会的学校、广大家长和同学致敬！

———爱尔眼科 彭建

传承中国汉字文化 爱尔眼科全力支持释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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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73-103

� � � �温馨提示：儿童、老年人及心

脏病、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减少

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数据来源：四川省气象台、

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今/阴转多云

18-28℃ 偏南风1-3级

明/多云间晴

19-31℃ 偏南风1-3级

阴天为主

阵雨客串

预计今日白天， 成都的天气

以阴转多云为主， 盆地其余地方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川西高原南

部和攀西地区北部阴天间多云有

阵雨或雷雨， 其中甘孜州中部的

部分地方有中雨，川西高原、攀西

地区其余地方多云。

17日晚上到18日白天：宜宾、

泸州2市及雅安、 乐山2市南部阵

雨转多云，盆地其余地方多云；川

西高原北部多云， 川西高原南部

和攀西地区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

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

24小时内， 盆地最低气温：

19-21℃； 最高气温： 盆地西部

26-28℃，盆地其余地方23-25℃。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南桥一景”是走还是留

社区：各方坐下来好商量

“大咖”来蓉把脉A股

四大题材还有掘金机会

昨日，都江堰灌口街道办南桥社区将

萨克斯、 音箱等演奏设备， 送还给张新

生。但张新生是否能够继续留在南桥，社

区态度谨慎，表示将听取当地商家住户、

张新生等各方意见，然后再协商解决。

商家们对张新生在南桥的存在，有

各种不满意的意见。而他们的要求相对

一致， 就是要求张新生从南桥上下来，

要么换个地方， 要么像其他走唱手一

样，可以下来到廊桥上，让吃饭的客人

点着演奏。

张新生难以接受。他再次重申自己

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演奏带给自己

和他人的快乐， 有人喜欢他的演奏，给

他一种价值感。他也坚决否认每个月能

挣两三万元钱的说法，称好的时候有五

六千元，而旅游淡季、特别是冬天，他收

不到什么游客的小费。

因此他表示，他在南桥的演奏，已经

让大家熟知，他对这个地方、对来这里听

演奏的游客，都有感情，不愿意离开，“如

果离开了南桥， 让我演奏给谁听呢？”他

也不愿意到夜啤酒经营场地进行演奏，

“我不愿意求着吃饭的客人让他们点着

让我演奏，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为了能够留在南桥继续演奏，张新

生昨日表示，愿意与社区进行进一步协

商。“如果一定要我换个地方演奏，我

可能就只有离开这里 （指都江堰）了

……”

张新生是否能够继续留在南桥演

奏，社区方面态度谨慎。南桥社区主任张

祥宇表示，由于商家住户反映强烈，意见

颇多。因此，社区方面目前正在进一步充

分听取商家住户、 张新生本人等各方面

意见，在时机条件成熟的时候，让大家能

够坐在一起，协商解决此事。

有当地住户表示，要说噪音扰民影响，

不管是南桥上的演奏，还是走唱歌手唱歌，

都有影响，最好是都不要演奏、不要唱了。但

也有商家则表示，这样一刀切也不行，毕竟

经营夜啤酒摊位，晚上有走唱歌手来唱歌，

也会活跃一下气氛，热闹一下，人气更旺。

有说法称， 走唱歌手除了向管理公

司交纳一定的管理费， 还要向场地所在

的商家交10%的提成。 而张新生所在地

方是公共场所，不用向任何人交纳费用，

而这个公共区域的收益相对更高。 他这

种特殊性存在，也难免让他人“眼热”。

对此，多名商家表示，他们不会向走

唱歌手收取什么费用。 但也有商家私下

透露，他虽然没有向走唱歌手收取费用，

但听说有时候某个歌手在某个经营场地

唱得多、收入高的时候，有商家会提出收

取一定的场地费用。

有商家质疑，张新生留在南桥上，就

像守着一个固定的摊位， 目的还是为了

多挣钱。“如果你真是为了艺术，你为什

么不能换个地方？

除了挣钱的质疑，还有商家表示，正

是因为南桥上过往人多，因此，张新生和

其他人的演奏演唱， 给这个公共场所带

来安全隐患。

张新生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

今后是否还能够留在南桥演奏？

对此，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再次走访

南桥附近商家住户，多名商家表示，他们

不愿意有人继续在南桥上进行演艺活

动。在他们看来，南桥是公共场所，又是

众多游客来往的重要通道， 不应该允许

有人在此进行演艺活动。

他们称，张新生在南桥的存在，不仅

仅是他一个演奏造成噪音扰民的问题。

除了张新生， 后来桥上又来了一个吹奏

萨克斯的人，两人从上午开始到晚上，一

个人吹奏几个小时地轮班倒。另外，桥上

还来了弹琵琶的、 唱歌乞讨的。 一天到

晚， 周遭的商家住户都没法休息清静一

下。

对于商家们指称他的演奏噪音扰

民，张新生表示不认同。他称，在两边廊

桥夜啤酒经营商家的地段， 一到晚上都

有走唱歌手找前来吃饭的游客点唱歌

曲，他们也背着音箱，声音也不小。因此，

噪音扰民的事不能只针对他一个人。

而商家们认为，走唱歌手是下午6时

左右才出现，而且有人点才唱，没有点就

走了，因此噪音相对小一些。

张新生说， 他是经过当地政府部门

同意，才在南桥上演奏的，而其他人演艺

人没有取得同意，因此，规范管理就是不

允许其他人继续在桥上演出， 而他可以

继续演奏。

周边商家们无法接受这种说法，他

们认为，南桥是公共场所，为什么只能你

去演奏，别人就不能去？让城管只赶走其

他演艺人，留下你一个，这怎么可能呢？

南桥上演奏口岸好 小费收入让人眼热？

是谁在噪音扰民 当事方意见不一

社区送还萨克斯 张新生不愿接收

听取各方意见 协商解决

社区表态

非公企业单独建立的党组织

每年最高可获10000元补助

成都商报讯 （记者 韩利）

凡是非

公有制企业单独建立的党组织， 四川

省每年都将给予定额补助活动经费，

原则上按照党委10000元/年、 党总支

5000元/年、 党支部3000元/年的标准

补助。

日前，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

国税局、省地税局联合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经

费保障的通知》，根据该通知，非公有

制企业单独新建的党组织， 原则上也

要按照5000元的标准一次性补助党建

工作启动经费。 多个非公有制企业联

合建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的补助，则

由各地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具体政策。

张新生将送还的设备放在门外

经历冲突后，张新生的脚现在走路还有点瘸 摄影记者 张士博


